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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建议

引言

1.1 「导论」背景研究--使徒行传 19─20 章（等）
（一）正确释经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的意思，即「圣经是神的话语，
用人的语言来表达。」这些基本原则可分三方面︰-Ⅰ. 我们要求圣经自然（天然）的意思—文法上的解释，注意上下文，明白字的意义，认识文
法。
Ⅱ. 我们要求圣经原来的意思—历史的解释，抓住作者的原意，研究圣经的背景。
Ⅲ. 我们要求圣经概括（一贯整体）的意思—神学的解释，以经解经。
「导论」乃一专有名词，是在研究圣经时要搜集有关该卷书背后的资料，从而帮助我们找着经文
「历史」的解释。基本上这些资料是从该卷书以外搜集得来的，但亦有部份资料能从该卷书中推
论而得。总括而言，所搜集的资料包括：
1.书卷的作者──（亦可能有「文书」）他（们）是谁？他的生平经历、教育背景、思想特色等。
2.原本物件（「受书人」）──或许有些经卷是没有注明物件，但一般都会知道是写给何人、那教
会、或那一群人。
3.著书时地──时代景况，地理环境。年份虽然只是一个数位，但它往往代表一些很重要的资料。
4.著书原因──直接及背后。为何要写该卷书？原因在那里？
5.文体──用何种文体写成？不同文章体栽必须用不同的方法研究。
6.经卷考据──作者原来亲手写出的原卷早已失存，现有的古抄卷是一代抄一代遗下来的。古抄卷
之间大致上没有不同，但在一些地方也有点出入。因此，我们需要决定应该采用那古卷的经文。
有时候，搜集其中一部份的导论资料是需要深入的钻研。为了避免我们的研究变成过于学术性，
有些地方我们只会把研究的结果明述，而不会解释其中的思考过程和辩论。
（二）翻看以弗所书 1︰1。
◆以弗所书的作者是谁？
【001】
◆这作者有什么别的名字？（参使徒行传 13︰ 9）
【002】
◇【自由作答】简述保罗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参使徒行传 9︰ 1─19 等。）
◆以弗所书原来是写给谁的书卷？
【003】
◆保罗在弗 1︰1 解释那些人是「圣徒」？
【004】
◆为什么保罗可以（并喜欢）称信耶稣的人为「圣徒」
（即圣人，圣洁者；可参弗 1︰4 等。）？ 【005】
（三）◆翻看圣经地图，查考以弗所是在当时的那一个省份？ 【006】
◆那么以弗所是在今日的那一个国家？
【007】
◆福音是怎样传到以弗所的（参使徒行传 18︰19─21；19︰ 1， 8─10 等）？
【008】
◇查考以弗所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可参考圣经背景及导论书籍，并使徒行传 18︰18；19︰ 8─20 等
【参研资料】「以弗所城」--HIEBERT 《保罗书信导论》（浸信 1966）第 358─360 页。
◇你想保罗与以弗所教会（即以弗所书的收信人）的关系如果？
（参使徒行传 20︰19─3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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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讨论】概括以上的研究，，你认为查考以弗所书对你可有什么帮助？
（提示：把你个人的情况与以弗所书收信人的情况作比较。）
著书目的与大网 --以弗所书全书
（四）把以弗所书全书速读（只少一次）。
◇你对以弗所书的印象如果（喜欢或不喜欢，感到很深奥或显浅，很实际或太理论
性，....）？
◇速读经文后，你直觉地感到以弗所书中有那些主要的教训？
◇凭记忆简述以弗所书的内容。
◆以弗所书是否特别针对一些错误的思想或行为？若是，列出那些错误。 【009】
◆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
Ａ主耶稣基督 Ｂ教会 Ｃ因信称义 Ｄ属灵争战 Ｅ婚姻
【010】
（五）◆查考谁是推基古（弗 6︰21─22）？（可参使徒行传 20︰4 。）【011】
◆为什么保罗会在以弗所书中提及他？
【012】
以弗所书与歌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合称为「监狱书信」，因为它们是保罗在牢房中写的。
以弗所书可能是主后 60 年写的。当时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中──可参使徒行传 28︰16，30─31。
＊＊自由研读附加作业＊＊﹣﹣以所弗书与歌罗西书
研读以弗所书与歌罗西书，必会发现两书有相似的地方。
1. SALMOND 计算过，全书 155 经节中，有 78 节是大致相同的。
2. 两书都是由推基古带信（参西 4︰7─8）。
但是，两书也有些基要的分别。马有藻指出以弗所书是「最乏「个人意味」（impersonal）的一
本书卷」（《新约概论》四章九Ａ5.）；歌罗西书却是保罗为关心那里的信徒而写，提醒他们不
要被当时的异端影响，强调耶稣是神，是基督救世君尊。
其实，歌罗西是在以弗所附近，那里的教会亦可能是一些歌罗西人在以弗所信主后回来建立的
。因此，许多圣经学者的意见是歌罗西书是保罗写给歌罗西、以弗所及老底嘉几间教会较个人性
的信，而同时附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一封公函──保罗把教会信仰和生活上的基要真理写在以
弗所书中，给予各地的教会参考。
│
可参陈终道〈新约书信讲义四：加拉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概论七．
（六）◇从以弗所书的解经书或导论书籍中，参看一些以弗所书的内容大纲。
可参陈终道〈新约书信讲义四：加拉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概论九「全书分析」
1.3

文体与开首语 --以弗所书 1︰ 1─2

（七）解释一段圣经其中一项最具影响的事情就是经文的「文体（FORM）」。文体是经文所属
的著作类别；究竟经文是一首诗歌、一个故事、一个譬寓、一句或一集格言、一篇记叙文、论文、
或什么其他种类的作品。不同文体的著作须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举例来说：──
△经文是一首诗--不要太留意其中的细节，用自己的情感来探索作者的感受，并思想这些感受
背后的道理。
△经文是一个譬寓（比喻）--察看整个故事的教训，不要专注比喻中的细节，胡乱地创作其含
义。
△经文是一篇论文--要小心研究大小细节的详细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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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是一封信（「书信」）。书信大致上是有主题，就是发信人写信的主要原因。但是，一
封书信中，不一定每一部份都是与主题有关，尤其是私人信件而非公函的书信。
从以上导论研究，以弗所书应该是一封公函，是以其内容大都与主题有关。一般来说，书信中的
内容可分为：
1. 与主题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的话，包括开首和结语中那些格式上的言语，并一些个人性的话。
书信中格式上的言语（「惯用语」），包括：
1. 开首中发信人的名字及「称号」
2. 收信人的名字及相关的描述
3. 问安的话
4. 信末祝祷
2.一些个人性质（或私人性）的话。
3.主题内容，主要是采用论说的形式，虽然语气方面自然会比较个人性。
＊＊自由研读附加作业＊＊﹣﹣书信的研究
参阅【参研资料】陈润棠陈金狮〈简易读经与解经法〉第四部份第九章──第 176 至 179 页

弗
弗
弗
弗
弗

◆指出以弗所书中下列词句是属于那一类的话：
Ａ 书信惯用语--开首中发信人或收信的名字及「称号」并相关的描述
Ｂ 书信惯用语--问安的话
Ｃ 书信惯用语--信末祝祷
Ｄ 一些个人性质（或私人性）的话
Ｅ 主题内容的话
1︰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
心的人。
【013】
1︰2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014】
6︰23 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们。 【015】
6︰21 今有所亲爱忠心事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
叫你们知道。
【016】
1︰23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017】

（八）◆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开端是怎样介绍自己？
【018】
◇你想为什么保罗喜欢这样自我介绍？选择一个类似你喜欢使用的自我介绍模式，其中该
包含神与你的关系的描述，并主在你生命中的地位。
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很喜欢以「恩惠平安」来打招呼。「平安」（SHALLOM ）是犹太人见
面时惯常用的希伯来话中的招呼。外邦人见面则以希腊语「CHAREIN 」来打招呼，信徒
则采用更有意思而类似的「恩惠」（CHARIS）。
◇列出一些今日教会中使用来打招呼或通信时惯用的话语，并选择一些你自己亦会喜欢采
用的话。
◆你想为什么保罗要补充「恩惠平安」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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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建议 ＡＮＳＷＥＲＳ
【001】保罗
【002】扫罗─就是保罗的犹太名字。
【003】以弗所教会的「圣徒」。
【004】「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忠心」原文"PISTOIS" 即信，因此「圣徒」即真正信
主的人。
【005】因为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已经接受了耶稣代罪，因此再不是罪人，而是神称为义（或
算为义）的人（即没有罪的人）。
【006】亚西亚。
【007】土耳其。
【008】保罗是叙利亚安提阿教会及耶路撒冷教会差派的宣教士，到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保罗
把福音传到欧洲，回程曾经过以弗所；后来则往那里留了大约三年，建立教会。
【009】否。
【010】Ｂ
【011】推基古是「亚西亚人」，极可能是以弗所人，是以弗所教会其中一个首领。他曾在保罗
的宣教旅程中与他同行，即曾与保罗一起宣教并探望一些新成立的教会。
【012】很明显他是以弗所书的带信人。
【013】Ａ
【014】Ｂ
【015】Ｃ
【016】Ｄ
【017】Ｅ
【018】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019】因为保罗清楚相信只有得着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带来救赎的恩惠，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
这也是以弗所书整本书所强调和显明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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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天上的福气--以弗所书 1︰ 3─14（首读）
（一）◇把以弗所书 1︰ 3─14 速读一、二遍。这样速读后，你心中的感受如何？
◆弗 1︰ 4─14 描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从弗 1︰3 我们知道怎样才能得到这些福
气？ 【001】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在基督里才能享用的。首先我们要真正接受相信主，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
人。信主后我们要常在基督里，不断信靠听从衪，把这有福的生命实践，叫我们有蒙福的生活。
◆把这些福气（我们信在基督里即得到的东西）简列出来。【注意：不要详细讨论。】
参弗 1︰4 【002】
参弗 1︰5 【003】
参弗 1︰7 【004】
参弗 1︰9 【005】
参弗 1︰11 【006】
参弗 1︰12 【007】
参弗 1︰13 【008】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真正信主后，今日在这世上已开始享有的福气。弗 1︰3 却形容这些
是「天上属灵」的福气，可见圣经中（尤其是保罗书信）「天上」和「属灵」是什么意
思？
Ａ「天上」即今生中与神同在的领域
Ｂ「天上」即将来死后与神同在的天堂
Ｃ「天上」即与神同在的领域，今生或来世那时候与神同在，就是在「天上」。
Ｄ「天上」就天空中云上的地方
Ｅ「天上」是太空另一个有人生存的地方
【009】
Ａ「属灵的福气」是一些心灵与精神上的感受，与物质无关。
Ｂ「属灵的福气」是灵命、灵性方面的祝福，可以是精神上或物质上。
Ｃ「属灵的福气」是今生中那些抽象而不能以金钱来定价的福份，例如身体健康、
儿女孝顺等
Ｄ「属灵的福气」是那些以属灵眼光才明白的益处，而不是世俗追求的好处
Ｅ「属灵的福气」是将来天堂上的赏赐。
【010】
◆ 保罗因为自己和见到其他人因信主耶稣而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有什么主要
的回应？ 【011】
◇ 检讨你见到有人愿意真心相信主耶稣，知道他会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会有怎
样 的反应？
Ａ 向那人道谢，因他愿意信我们的主耶稣
Ｂ 为那人得福而欢喜快乐
Ｃ 感谢神愿意拯救那人
Ｄ 赞美神救赎计划，并衪依照自己旨意在那人身上成就救恩的奇妙
Ｅ 为那人祈祷，担心他不继续努力，结果什么福气也得不着
◆ 以上那项是我们应有的正确反应？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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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父神的拣选--以弗所书 1︰ 3─12
（二）从 2.1 的研究，我们知道以弗所书 1︰ 3─12 告诉我们，父神在基督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
属灵的福气，包括叫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1︰4 ），得儿子的名分（ 1︰5 ），
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1︰7），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1︰9 ），得了基业（ 1︰11），有
盼望（1︰12）。
◆ 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福气至终的原因是什么？（提示：参看经文。）
参弗 1︰4 ：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
【013】
参弗 1︰5 ：我们藉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份，因为
【014】
参弗 1︰9 ：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因为
【015】
参弗 1︰11：我们也在衪 面得了基业，因为
【016】
参弗 1︰12：我们成为首先在基督 有盼望的人，因为
【017】
总括来说，我们得着这些丰盛的福份，是因为神恩典的安排，就是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的
拣选。基本上，神的拣选和豫定都是表明神的主权。首先，万物都是神造成的，神是有绝对权利
按衪自己的主意来对待衪自己造出来的东西。同时，因为万物都是神造成的，而人类更是他特别
的创作，所以神拣选豫定向人施恩，且叫蒙拣选的人信而得救。
然而，注意：
1.神的拣选和豫定与宿命论或命运主义不同，因为并非生活每一环节中所有言行举动都是神豫定
的；神只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衪旨意被召的人」
（参罗马书 8︰28）。
2.神的拣选和豫定是在创世以前、超乎时空领域的拣选，因此不能用有限数位的逻辑（finite logic）
来分析。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拣选﹐同时也是因为他使用神给予的自由意志
所作之选择。
可参【参研资料】PACKER（巴刻，李来慰译）〈字里藏珍〉（宣道 1987）158─170）页「13
拣选」
◆ 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起初神造男造女，但人类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因此神只有使
用主耶稣的救赎来尝试挽回自己的名誉。弗 1︰ 4 如何指出这说法是错误的？
Ａ人类犯罪是人的过失，与神的荣耀无关，神更没有必要挽回自己的名誉。
Ｂ神派耶稣代死救赎是因为祂的爱，不是用来挽回自己的名誉。
Ｃ耶稣的救赎也不能挽回神的名誉，因为不是全人类都因信祂而得救。
Ｄ神的救赎计划是在创世以前拣选的，不是人犯罪以后才作打算
Ｅ人犯罪受到咒诅，已足够挽回神的名誉
【018】
◆ 按照经文的显示，我们得着下列的福气，是本乎神那方面的性情：
Ａ神的慈爱
Ｂ神的恩典
Ｃ神的智慧
Ｄ神的公义
Ｅ神的信实
※

科目:

我们按着神意旨所喜悦的豫定、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份（弗 1︰ 5）
【019】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弗 1︰ 6─7 ） 【020】
※我们得着神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恩典，都是照他自己所豫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弗 1︰ 8─9 ）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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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弗 1︰7，12）是什么意思。
Ａ 我们得救时会深深感到神的恩典而称赞衪
Ｂ 我们得救后会学习以口舌敬拜称赞神的荣耀
Ｃ 我们得救后会学习以生活上的好行为来称赞神的荣耀
Ｄ 我们得救蒙恩这奇妙的事实本身就是神荣耀的称赞
Ｅ 我们得救天使也因而称赞神，日后全宇宙亦要承认神救恩的伟大 【022】
我们得着这奇妙救赎中各样的福份，全都是本乎神的计划与作为，因此他确是配得荣耀称赞。
◇ 【思想分享】以上的研究帮助你对父神和祂的作为有什么新的认识，叫你更晓得衪真正
喜悦得着的称赞是什么？
2.3 基督的救赎--以弗所书 1︰ 7─14
（三）「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最完整的称呼。「耶稣」是一般名字；「基督」是与职位有关的专
号，有如今日的「校长」、「牧师」、「博士」、「医生」等；而「主」则是一个特别荣誉的称
号，有如今日的「爵士」、「王升下」等。
◆参看马太福音 1︰21，查考「耶稣」这名字在字面的意思是什么。 【023】
◆参看约翰福音 1︰41，查考「基督」这希腊文的专号在希伯来文是什么。【024】
◆参看马可福音 8︰27─29；约翰福音 11︰27 等及参考书籍，解释「基督」这专号
的含义。
可参【参研资料】黄彼得〈圣经基督论〉（圣道∕校园 1992）18─20 页【０２５】
基督或弥赛亚即「受膏者」（Annointed one ），相等于今日的受勋加冕者（Crowned ）。旧
约时代可能是一个先知、祭司或君王。旧约末期更预言一个特别的受膏者的莅临；这弥赛亚是先
知、祭司和君王，且是永恒有神性的人物。
◆参看马太福音 6︰24； 7︰21；以弗所 4︰5 等及参考书籍，解释「主」这专号的
含义。【026】
可参【参研资料】RICHARDSON〈圣经神学辞典〉（基文 1966）281─283 页「主」
◆你想为什么保罗在弗 1︰3 形容父神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可参【参研资料】HUNTER〈新约珠玑集〉（天道 1981）83─85 页「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 【027】
◆ 弗 1︰ 6─7 一再以「爱子」来形容父神与主耶稣的关系。同时，弗 1︰5 亦表示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份」。指出耶稣为「神的儿子」与我们信主后亦成
为神的儿子」两者之间的意思有什么基要的分别？（提示：参看经文的语气和顺其
自然的解释。） 【028】
◆从以下词句，我们对主耶稣的身份和本质有什么认识？
「父神」（弗 1︰3 ）；
【029】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弗 1︰4 ） 【030】
（四）弗 1︰3 说父神已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但这些福气是「在基督里」给我们的。
「在基督里」（IN CHRIST ）是新约书信中，尤其是保罗很喜欢并经常使用的词语；基本
上，它的意思是极紧密、全面性、个人性而独占的关系（INTIMATE, COMPREHENSIVE,
PERSONAL, EXCLUSIVE RELATIONSHIP）。「在基督里」的意思包括：
1. WITH CHRIST 与基督在一起，相对的道理就是离了衪，我们便不能作什么
（参约 15︰ 4、5 ）；
2. BY CHRIST 靠着基督，自始至终由衪（直接或在背后）决定、策划、推行、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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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及完成；
3.THROUGH CHRIST 借着基督，以衪为成事的真正器皿（INSTRUMENT）；
4.BECAUSE OF CHRIST 因为基督，以衪为因由（REASON）；
5.FOR CHRIST 为了基督，以衪为目标（PURPOSE）；

＊＊自由研读附加作业＊＊﹣「在基督里」
参阅【参研资料】LADD（马可人译）〈新约神学（下）〉（华神

│
1984） 574─577 页第 34 章

◆保罗下列经节中使用「在基督里」（或差不多的词语）来表明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能得
着天上各样属灵福气有很大的影响。
1. 指出「在基督里」（或差不多的词语）在经节中的主要意思是：
Ａ 与基督一起，连结为一
Ｂ 靠着基督，以祂为由始至终的动力
Ｃ 借着基督，由祂亲力亲为来成事
Ｄ 因为基督，事有所成是因为祂的缘故
Ｅ 为了基督，祂就是事成的目标
2. 因此，解释保罗如何用这些经节中的「在基督里」（或差不多的词语）来提醒我们，
主耶稣督在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福气这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弗
弗
弗
弗
弗
11
弗

1︰4 上
Ａ∕Ｂ∕Ｃ∕Ｄ∕Ｅ 基督的角色 【031】
1︰4 下
Ａ∕Ｂ∕Ｃ∕Ｄ∕Ｅ 基督的角色 【032】
1︰5
Ａ∕Ｂ∕Ｃ∕Ｄ∕Ｅ 基督的角色
【033】
1︰ 6─7
Ａ∕Ｂ∕Ｃ∕Ｄ∕Ｅ
基督的角色 【034】
1︰10
Ａ∕Ｂ∕Ｃ∕Ｄ∕Ｅ
基督的角色 【035】
Ａ∕Ｂ∕Ｃ∕Ｄ∕Ｅ 基督的角色
【036】
1︰12
Ａ∕Ｂ∕Ｃ∕Ｄ∕Ｅ
基督的角色 【037】

弗

1︰

再细读弗 1︰ 6 7
。
◆ 我们犯罪成为罪人；然而，为什么神不可以随便就此饶恕我们的罪？
（参出埃及记 34︰7 。）
【038】
◆因此，我们犯罪成为罪人的后果是什么？（参罗马书 6︰23。）【039】
弗 1︰7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主耶稣把我们从那里救赎出来？ 【040】
◆衪以什么作赎金？ 【041】
◆我们是罪人，神不能随便饶恕我们。然而，为什么「借着这爱子的血」，我们则能得
以赦免？
【042】
◆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代死，是否每一个人都自动得蒙救赎，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参
1︰13）？
解释。
【043】
◇ 【温习】按「真理的道」凭着以上的研究，用你自己的话简单地讲述「得救的福
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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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圣灵的印记--以弗所书 1︰13─14
（五）父神施恩拣选，叫我们借着衪爱子的血，在基督里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弗 1︰13 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些福份？ 【044】
◆「信了基督」（弗 1︰13）是什么意思？
Ａ 相信有神的存在
Ｂ 相信耶稣来世钉十字架及复活升天的史实
Ｃ 愿意以后生活以耶稣为榜样
Ｄ 把以前的自我放下，接受耶稣为救主和主宰，换取在衪里面的新生命
Ｅ 认罪悔改决心跟随主耶稣，努力行善，希望将来有永生
【045】
信了基督以后，我们即得着各样福气，包括在衪 面得了「基业」（弗 1︰11）。
「基业」就是我们要承受的产业；因为我们的身份，有些产业已经是属于我们的，虽然尚未能使
用它们。（一个基业的例子是亲人留给其后人、要他廿一岁才能动用的基金。）
◆为什么我们信了基督，在衪里面即会得到父神的基业？（提示：参弗 1︰5 。）
【046】
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就是在衪里面有「盼望」。「盼望」和「希望」有点分别。「希望」未
必会实现；盼望则是仰望等候着那亳无疑问必成的事。可参彼得后书 1︰4﹐及：
RICHARDSON（黎加生等译）〈圣经神学辞典〉（基文 1966）235─236 页「盼望」
◆参看哥林多前书 15︰50─54；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彼得后书 3︰ 3─13；启示
录 21︰ 1─ 5 及其它经文，并简单地描述我们在基督里盼望的基业。【047】
（六）我们盼望的基业是将来的，但现今我们有这基业的「凭据∕质」或「印记」
（弗 1︰13、14）。
「凭据∕质」即「保证金」或「首期」；「印记」便有如合约上的盖章。「凭据∕质」或「印记」
的作用就是叫我们对要承受产业有绝对的信心。
◆我们已得到什么作要承受基业的凭据∕质或印记？
【048】
圣灵是有位格的（PERSONAL），是神，不是一种力或能量。弗 1︰13 形容衪为「所应许的圣
灵」。
◆ 圣灵自创世已开始在世上运行，在旧约及主耶稣受死以前也不断在人身上工作。参看约
翰福音 14︰16─20 及其它经文，并尝试解释「所应许的圣灵」与信了基督的人的关系
有什么独特之处。
【049】
◆ 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叫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有什么新的样式？
参加拉太书 4︰ 6─7
【050】
参使徒行传 1︰ 8
【051】
参哥林多前书 2︰10─16
【052】
参约翰福音 16︰13
【053】
参罗马书 8︰26─27
【054】
参罗马书 8︰13
【055】
参加拉太书 5︰16─23
【056】
其他（列出经文及新样式的描述）
◇ 思想你是否已真正信主重生；你是否已得着圣灵为印记﹐因而有得救的确据﹐并不会
失掉的盼望。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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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灵命的成长--以弗所书 1︰15─23
（七）◆保罗听见以弗所教会那些情况，以致他要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参弗 1︰15─16）？
【057】
◇举一些实际的方法，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如何：
(1) 信从主耶稣（现代圣经「对主耶稣有信心」）
(2) 亲爱众圣徒（现代圣经「对信徒们有爱心」）
◇【分享检讨】其实这两方面正是一个基督徒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表现。你想保罗或别人
能否同样为你不住的感谢神？
保罗跟着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代祷，因为他在祷告中常题到他们。
◆为什么保罗谈及祷告或代求，常喜欢用神的一个较详细的专称，好象「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 神，荣耀的父」？ 【058】
（八）弗 1︰17「灵」可解作心灵（和合本）或圣灵（现代圣经），但主要的着重点则同样是求
神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真知道」原文的意思是完全的认识和了解，包括有直接接触的关系。
◆ 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给予「智慧和启示」才能「真知道衪」？【059】
人犯罪离开神以后就只有败亡之人的智慧，不能知道神，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可参哥
林多前书第二章。）
◆保罗为我们祈祷﹐让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要我们真知道认识神。经文列出那些真
知道神的人应认识并体验着的的真理？
参弗 1︰18 上
【060】
参弗 1︰18 下
【061】
参弗 1︰19
【062】
参弗 1︰20─21 【063】
参弗 1︰22─23 【064】
◇ 真知道明白这些真理对我们今日的生活与灵命长的过程有什么影响？
弗 1︰19 可有双重的意思──
(1) 神拯救我们，显明衪能力的浩大；
(2) 今日衪不断在我们身上显明衪浩大的能力。
◆弗 1︰20 指出神如何在历史中已显明衪能力的浩大？【065】
◆弗 1︰21─23 如何形容主耶稣今日的权位？
【066】
◆弗 1︰22─23 告诉我们，主耶稣与教会有什么关系？【067】
◆因为主耶稣与教会有如此的关系，而我们就是教会，所以主的权位及能力对我们有
什么影响？ 【068】
◆从以上弗 1︰15─23 的研究来归纳，灵命成长的阶段和方法是什么？ 【069】
◇检讨并建议一些叫你灵命更成长的行动。
----------------------------------------------------------------------------------------------------------------------------答案建议 ＡＮＳＷＥＲＳ
【001】在基督里
【002】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003】得儿子的名分。
【004】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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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知道他旨意的奥。
【006】得了基业。
【007】有盼望。
【008】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009】Ｃ
【010】Ｂ
【011】感谢颂赞，归荣耀于父神。
【012】Ｄ
【013】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 拣选了我们。
【014】神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豫定我们。
【015】衪自己所豫定的美意。
【016】要照所安排的。
【017】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衪旨意所豫定的。
【018】Ｄ
【019】Ａ
【020】Ｂ
【021】Ｃ
【022】Ｄ
【023】拯救者。
【024】弥赛亚。
【025】基督∕弥赛亚意即「受膏者」
【026】「主」是那位独一的有统治者、有绝对的权柄。新约时是奴隶对主人的称呼，而犹太人
则称耶和华父神为主。新约后期罗马皇帝自封为神，是以「主」是他们独用的衔号。
【027】保罗愿意强调我们要颂赞的神是与我们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衪是我们的父神，且差衪的
儿子耶稣到世上代死拯救我们。耶督从死里复活﹐表明衪正是旧约预言﹐犹太人及世人等
候莅临的弥赛亚君王，今日更是我们信靠跟随衪的人之君主。
【028】主耶稣是神生的儿子、「天然」的儿子；我们是神认养的儿子。
【029】上帝与主耶稣有亲父子的关系；因此耶稣有天父的神性。
【030】主耶稣在创世以前已存在，衪是自有永有的。
【031】Ａ；基督与父神在创世前一起计划拣选，叫我们得福。
【032】Ｄ；基督就是我们得福变成在神面前是圣洁和无有瑕疵的原因。
【033】Ｃ；基督完成衪的救赎工作，使我们得福，得儿子的名份。
【034】Ｃ；基督完成衪的工作，使我们得福，得恩蒙救赎。
【035】Ｅ；基督是我们得福的至终目标，就是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
的，都因要以基督为首，服在衪掌权下而同归于一。（参这词句现代中文圣经的翻译：「这
奥秘的计划就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上帝要使天上和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归属基督 以他为
首」）
【036】Ｂ；基督是成就救赎的动力，使我们得福、得基业。
【037】Ａ；基督与我们连结为一，叫我们得福，有盼望。
【038】神是公义的，对罪的处理必须且必定绝对公正。尤其是许多时候，犯罪有受害者；神要
同时对罪犯和受害者主持公道。
【039】死。
【040】死。
【041】衪的「血」，即衪的生命、衪的代死。
【042】主耶稣没有犯罪不是罪人，但衪却代我们罪人的身份，替我们受死，付了我们罪的工价。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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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否，因为神给我们自由的选择。但所有真正「信了基督」的都即得到了。
【044】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得救的福音、而信了基督。
【045】Ｄ
【046】因为我们信了基督即得了儿子的名份。
【047】将来主耶稣回来，万物会终结﹐然后所有死人要复活受审判；我们信主的不会受刑﹐其
后﹐我们有新的身体﹐在新天新地中与三一真神一起共用永恒极完美的福份。
【048】圣灵
【049】圣灵与我们常常及永远同在，成为在我们的生命中。
【050】圣灵叫我们有得救的确据，知道自己已经是因信基督成为父神的儿女。
【051】叫我们得着能力，作主的见证（有声及无声的见证）。
【052】圣灵叫我们明白神的事，有基督的心，能知道并听从神旨意。
【053】圣灵教我们明白圣经，认识真理。
【054】圣灵帮助我们祷告。
【055】叫我们靠衪治死身体的恶行。
【056】引导我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结满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
【057】他们 (1)信从主耶稣，并 (2)亲爱众圣徒。
【058】可能因为提醒我们要注意祈求的物件是怎样的一位元神。
【059】智慧与聪明有别；其实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启示就是神直接向我们解释的道理，而
不是人能够自己思想分析得来的结论。
【060】衪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参现代圣经「衪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
【061】衪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参现代圣经「衪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
多么丰富。」）
【062】衪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063】衪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衪从死里复活，叫衪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
过一切，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064】衪又将万有服在基督的脚下，使衪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参现代圣经「又使宇宙万物屈
服在基督脚下，以衪为教会的元首，统御一切。」）
【065】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可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066】衪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就是与天父有同等的地位。衪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067】衪是教会的元首，充满着教会，而教会正是衪的身体。
【068】我们在教会中、在主耶稣里也有衪的能力显明在我们身上（可参马太福音 28︰18─20）。
【069】信从基督，爱众圣徒，得着神的智慧和启示而真知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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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与基督同活过来--以弗所书 2︰ 1─10
学习目标：思想我们信主前后的景况，并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努
力。
（一）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保罗从客观教义的角度、陈述神如何借着主耶稣和衪的钉十字架、
成就了衪的永恒救赎计划，在第二章中，他则从主观个人经历的角度、解释我们如何因主
耶稣和衪的钉十字架而得救。
◆在弗 2︰ 1─10，保罗怎样形容我们信主之前的景况？
参 2︰1 【001】
参 2︰2 【002】
参 2︰3 【003】
参 2︰5 【004】
按：经文中的『我们』和『你们』可能只是写作的表达技巧。但也可能因为以弗所教会一带的信
徒大都是外邦人（即非犹太人），而作者以此代表『我们犹太人』及『你们外邦人』。
◆ 谁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可参弗 6︰12）【005】
◆这描述提醒我们，魔鬼撒但对今日世上在基督以外的人有什么影响？ 【006】
◆生活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有什么不对？
参 2︰2 【007】
参 2︰3 【008】
参 2︰1 【009】
◆归纳──我们接待相信耶稣基督之前：─
生活行事为人都是受那两方面的压力所辖制？【010】
谁正是掌握着我们？ 【011】
因此，我们的生命的实况是怎样的？【012】
◇ 请使用你自己信主的情况来引证这样的描述的准确性？
（二）神没有任凭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为我们安排了衪的永恒救赎计划，叫我们借着主
耶稣和衪的钉十字架而得救。
◆ 我们得救与我们自己的努力，并信主以前或以后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参 2︰ 8）
【013】
◆ 为什么神要借着主耶稣和衪的钉十字架来拯救我们？
参 2︰4 上 【014】
参 2︰4 下 【015】
参 2︰7
【016】
◆保罗又如何形容我们「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以后今日的景况？
参 2︰1,5
【017】
参 2︰6
【018】
◆ 为什么神有这样的安排，叫我们得救全是本乎恩、因着信，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参 2︰ 9）
【019】
◆神叫我们得救是要我们的人生目标有什么改变？
参 2︰10
【020】
参 2︰7
【021】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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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１、２、３、４」来显下列专案发生的先后次序︰
相信耶稣基督
行善
死在罪中
重生得救
【022】
◇有些人误以为基督教亦不外是叫人尽力行善。请使用这段经文来更正他们的观点，
并藉此向他们分享真正的福音；分享时可包括以上四项如何顺序地发生在你的生命
中。

3.2 神人和好--以弗所书 2︰ 11─18
学习目标：借着主耶稣和衪的被钉在十字架，我们相信衪即与神和好，并与人和好。
（三）弗 2︰11─18 经文中的『我们』和『你们』大可能不单是写作的表达技巧，而是因为以弗
所教会一带的信徒大都是外邦人，因此作者以此代表『我们犹太人』及『你们外邦人』（尤其是
参 2︰11）。
◆保罗如何形外邦人信主以前的景况？
参 2︰11
【023】
参 2︰12
【024】
参 2︰13
【025】
参 2︰14─16 【026】
◆ 保罗在 2︰11 形容『你们外邦人』的时候，补以「从前按肉体」及「这名原是那些
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等语；他的用意何在？ 【027】
「基督」（希腊文-- 2︰12）是「弥赛亚」（希伯来文）的翻译。主耶稣降世时，犹太人都在等
候这一位旧约先知预言在末世要来拯救他们并建立神的国度的君王。
「所应许的诸约」就是旧约中神与人所立的恩约，包括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及以色列
民、大卫、等，也可能包括后期先知预言的『新约』。参创世记 17︰ 1─8 ；申命记 6︰ 1─11；
30︰ 1─14；耶利米书 31︰31─34 等。
在新约时代，传统犹太人的观念是神的国就是犹太人的国，因为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同时，旧
约中神与人之间的约亦是给予犹太人的。因此，外邦人要成为犹太人（入籍、受割礼）才能享受
神的国和神与人之间的约所应许的福分。
◆「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2︰12）有什
么损失？
【028】
◇请用一个未信主的人也会接纳的话语来解释，其实任何人（外邦人和犹太人）没有
主耶稣都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四）「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2︰15）就是圣经（以弗所书的时候当然只有旧约圣经。）中
的诫]命。
◆ 「 那 记 在 律 法 上 的 规 条 」 怎 样 影 响 了 人 和 神 之 间 的 关 系 ？ 【 029 】
◆主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 仇」、「在十字架上灭了 仇」（ 2︰15，16）
是什么意思？【030】
◆ 今 日 真 正信 主 耶 稣 的 人有 什 么改 变 ， 使 他 成为 与 神 和 好 （ 参 2 ︰ 13 ， 15 ） ？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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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靠着主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叫我们与神「两下归为一体」。
◆弗 2︰17 显示，真正因着相信主耶稣而与神和好后，最自然随即有的行动是什么？
【032】
◇请用你自己的话语，并根据弗二章的道理，简单地讲述「和平的福音」；这应可用
来传福音给远近的人。
◆我们与神和好，在各方面即有所改变；请解释为什么下列的转变应使我们与人该能
建立和好（和睦）的关系？（参 2︰14─17）
我们已被造成为一个新人 【033】
我们与神两下归为一体
【034】
◇请检讨你是否真正与别人再没有「中间隔断的墙」（ 2︰14），还是仍有一点种
族、性别、健全伤残、阶级、家族或其他方面的歧视和怨恨。
◇今日的社会中，许多人的景况正是没有指望，没有神，人际关系破裂。你可否归
纳以上的研究，针对这时候，回答不少未信主的人的问题──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3.3 神家里的人--以弗所书 2︰18─22
学习目标：明白我们信主后即与所有信主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合一的，因为我们与神已为一体。
（五）◆温习--不论我们以前是任何国籍，是男是女，是老板或员工，相信主耶稣以后，我们都
已经成为合而为一的，（参弗 2︰14─17；又加拉太书 3︰28）因为：
Ａ 基督徒应彼此相爱。
Ｂ 主耶稣已拆毁了所有人与人中间的墙。
Ｃ 我们已分别归入基督，自然是同属一体，就是主的身体。
Ｄ 我们真正明白大家都是天父的创造。
Ｅ 信主后圣灵即把我们变成没有国籍，没有阶级，不男不女的人。【035】
◆请再参看弗二章，并形容我们接受相信主以后，与三一真神有怎样的关系。
参
2
︰
5─6
【
036
】
参 2︰ 8─9 【037】
参 2︰10
【038】
参 2︰13
【039】
参 2︰16
【040】
参 2︰18
【041】
参 2︰19
【042】
参 2︰20
【043】
参 2︰21
【044】
参 2︰22
【045】
请看弗 2︰19─22。
◆弗 2︰19 用那二方面的描述来形容我们信主前后身份的改变？
不再是「外人」，而是
【046】
不再是「客旅」，而是
【047】
◆我们信靠主，彼此之间有以下的关系。请尝试形容这些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同国的关系（ 2︰19）
【048】
一家（ 2︰19）
【049】
同为主的殿（ 2︰21─22） 【050】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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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主耶稣里是合一，但并非一定全是一个划一的模样，
（ United but not identical； Unity,but
not necessarily uniformity）因为我们同是一个殿，但一个殿包括不同的房间。
『房角石』就是一个建筑物各部的焦点；把它挪去房子就会倒下来。
『使徒和先知』可能是指使徒和先知所宣扬和见证的真理教训，简单来说就是圣经
的真理。
请看【参研资料３Ａ】：「弗 2︰20--使徒和先知」
◆我们是合一但不是划一，以下的经节有什么提醒，使我们的事奉和见证能保守我
们已有的合而为一的心，同心同行，不致成为各自为政，每一个只是行自己眼中
以为正的事：
参 2︰18
【051】
参 2︰20 上 【052】
参 2︰20 下、21 【053】
参 2︰22
【054】
其实，以上的研究正是关乎「教会」中的关系。『教会』，可解作普世性古今中外所有信徒「圣
而公」（参『使徒信经』）之教会（所「普世性教会」），但也可解作一个地区中两、三个人以
上一起奉主耶稣的名敬拜、见证和相交的教会（所谓「地区性教会」）。
◇请撮要并检讨我们与主内弟兄姊妹，尤其是同一间教会的会众之间的关系。

3.4 福音的执事--以弗所书 3︰ 1─13
学习目标：作神福音工人的定义、代价和「荣耀」。
（六）请把弗 3︰ 1─13 读几遍。
◆这经文有那些词句，意即『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我们得着救恩的资讯』？
参 3︰3 【055】
参 3︰4 【056】
参 3︰8 【057】
◆「福音」（ 3︰ 3）这词语字面直接的意思是什么？

【058】

福音是一个『奥秘』。奥秘就是一些奥妙而有神秘感的道理；这些道理是人凭着自己的思想和分
析所测不透的，然而当神把它们向我们解释（所谓『启示』），我们即如茅塞顿开，点中即明。
◆保罗在这经文中有什么与「福音的奥秘」有关的资讯？
参 3︰6 【059】
参 3︰11─12 【060】
保罗说自己是「福音的执事」（ 3︰7 ）；『执事』原文即仆人、工人的意思。
◆福音的工人或执事之使命和工作是什么？
参 3︰2
【061】
参 3︰8
【062】
参 3︰9
【063】
◆为什么保罗说他是比众圣徒还小？（可参加拉太书 1︰11─16 等有关保罗信主及
其前后的经历）【064】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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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能成为一个福音的执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3︰ 7）
Ａ 神的恩典
Ｂ 保罗愿意信耶稣
Ｃ 保罗有圣洁的生活
Ｄ 保罗愿意接受神的呼召
Ｅ
教会凭着圣灵的感动选中了保罗
【065】
◆为什么保罗会认为他能够成为福音的奴仆确是神的恩典？（ 3︰ 8） 【066】
◆保罗能够得以享受作福音的工人或执事的『恩典』又是凭着什么得来的？（ 3︰ 7）
Ａ 照神运行的大能
Ｂ 保罗的信心
Ｃ 主内弟兄姊妹的代祷
Ｄ 主耶稣十架代罪
Ｅ 多年圣经研究得来的亮光 【067】
◆有些人说他不能作福音的工人，因为他们不配，且没有能力。请用以上的研究指出这
观念的错误。 【068】
◇你是否愿意学效保罗的榜样，接受神的恩典，作福音的工人？（注意：工人是任凭主
人的差派；衪可能日后要你「全职」宣教，但亦可能采用其他的形式来作衪的见证。）
（七）◆一个传福音的工人第一步的工作是什么（参 3︰3 ）？ 【069】
◆要明白福音的奥秘的唯一方法是：
Ａ 观察
Ｂ 思想
Ｃ 考据
Ｄ 聆听
Ｅ 做实验
【070】
神的『启示』（参 3︰ 3），就是神告诉人的真理。
神可以并常常用不同的方法间接把真理告诉我们，例如借着衪的创造、衪在人类历
史中的作为、等。
神也直接把真理告诉人；大部份神直接的『启示』是有时间性的，只合用于某时代
和环境。然而，亦有些启示是超时代性的，是永恒合用于每一个时代和地域的教训。
◆神用什么方法把关乎福音的奥秘之道理直接告诉我们？（ 3︰ 5）【071】
◆我们今日如何才可以找到神这些借着圣使徒和先知直接告诉我们的超时代性之
真理？ 【072】
◆经文提到保罗作福音的传人而付了怎样的代价（参 3︰ 1、13）？【073】
◆我们对因作福音传人而可能要付代价应有的反应是什么？（ 3︰13）【074】
◆为什么作福音传人实在是莫大的荣耀？
参 3︰8
【075】
参 3︰9
【076】
参 3︰10
【077】
◇请分析作福音工人的代价和益处是什么，然后再向神表示你是否愿意作衪福音的
工人。
3.5 人不能测度的爱--以弗所书 3︰ 14─21
（八）◆ 3︰14「此」是关乎以弗所书这书卷上文的什么道理？（参弗 1︰7 ，13； 2︰ 8─9 ；
2︰13─16； 3︰6 等。）【078】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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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明白道理，即有的第一项行动是什么？（ 3︰14）
Ａ 祈祷
Ｂ 读经
Ｃ 大发热心，传扬福音
Ｄ 小心思想福音广传大计
Ｅ 训练信徒如何传福音
【079】
◆ 3︰14─15 对我们的祷告生活有什么提醒？【080】
「从衪得名」（ 3︰15）意即由衪看顾管理（参创世记 2︰19─20，比较创世记 1
︰28）。
「家」（ 3︰15）在原文是 PATRIA（参 3︰14「父」的原文 PATERA。），而
不是一般用的 OIKEIOS/OIKIA。
请看【参研资料３Ｃ】：「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衪得名。」
◆弗 3︰14─15 提醒我们祈祷的物件是那位元怎样的神？【081】
（九）◆在弗 3︰16─19 的祷文中，保罗祈求天父叫以弗所及其它信徒直接或辗转地有什么改
变？
参 3︰16
【082】
参 3︰17 上 【083】
参 3︰17 下 【084】
参 3︰18
【085】
参 3︰19 上 【086】
参 3︰19 下 【087】
◆参 3︰21。我们不单个人、而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则更添有那方面的重要？
◇请归纳：
1.我们怎样才能个人并与『众圣徒』更明白基督的爱（注意：基于以上的研究作答）？
2.真明白基督的爱有什么重大的影响（注意：基于以上的研究作答）？
◇1.请指出你作基督徒在生活上和成长过程中曾遇到（或思想将来可能会遇到）那些困难
和试探。
2.更明白基督的爱对这些时候会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3.因此，明白基督的爱如何能使我们变成更像主，更有神圣洁、恩慈、良善、怜恤、智
慧以及衪的一切善美的性格？

答案建议 ＡＮＳＷＥＲＳ
【001】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002】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003】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004】死在过犯中。
【005】魔鬼撒但。
【006】撒但其实在他们心中运行，在他们生命中及世上掌权，使他们成为『悖逆之子』（参现
代圣经作『违抗上帝命令的人』）。
【007】很容易叫人有意或无意地顺服了魔鬼撒但。
【008】叫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成为『可怒之子』。
【009】使我们成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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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世俗和自我的私欲。
【011】魔鬼撒但
【012】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013】没有--「不是出于自己」。
【014】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
【015】因神爱我们的大爱。
【016】因神极丰富的恩典
【017】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得救。
【018】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019】免得有人自夸──包括(1)积极的自骄，有意无意中以为自己得救也有小许功劳；及(2)消
极的以夸自己的软弱作拒绝救恩的推搪。
【020】叫我们行善，就是 神所豫备叫我们行的。
【021】要将衪极丰富的恩典，就是衪在基督耶稣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022】相信耶稣基督２
行善４
死在罪中 １
重生得救３
【023】称为没受割礼的。
【024】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神。
【025】是远离 神的人。
【026】与神与人有 仇。
【027】表示在神的计划中，人与人之间不该有「中间隔断的墙」，没有种族国籍、阶级、等人
为的排外思想；这只是人犯罪堕落后的情况。
【028】犹太人在失意的时候仍可寄望于弥赛亚要来建立的永恒及多福的国；外邦人则连希望也
没有。（注意：其实这只是犹太人对旧约预言的误解。）
【029】因为人犯了这些规条，就是得罪了神，与衪结了 仇。
【030】人犯罪得罪了神，应被定死罪。主耶稣是人，虽然没有犯罪，但被钉十字架代死，代表
人向神赔偿，弥补了人对神的亏欠，还清罪债。
【031】真正信主耶稣的人就是放下旧我，成为「在基督里」的人，让主借着自己以衪的死代替
我们还清罪债而造成一个新人，因此即与神和好了；
【032】把福音传给近处和远处的人，随时随地找着机会为主作见证，并关心普世福音广传的使
命。
【033】既是新人，以前的旧账已不再是这新我的事。
【034】我们与神为一体，别人（包括以前的『仇人』）信主亦与神为一体，因此我们与他们也
自然是一体了。
【035】Ｃ
【036】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今生已开始发生的。今天
主耶稣已经进入我们生命之中，因此我们「在基督里」倚靠复活而仍活着的主的能力、
跟从衪的旨意，就正是过着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生活。
【037】我们得了神所赐的救恩。
【038】我们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工作，为要叫我们行神豫备叫我们行的善，有美好见证
的生活。
【039】我们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衪的血不再是远离神，是已经得亲近了。因此，现在我们
借着主耶稣与神有直接的交往。
【040】我们藉主耶稣这十字架，得与神和好、两下归为一体了。因此，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与
神有合一的关系。
【041】我们借着主耶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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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
【043】我们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044】我们各房靠主耶稣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因此，世人可以在我们身上体验神
的实在。
【045】我们靠主耶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因此，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参加拉太 2︰20）。
【046】与所有重生的基督徒同国。注意：「圣徒」包括所有属于主耶稣，已得着衪宝血洁净的
人，因而包括所有信主重生的人。
【047】神家里的人。
【048】（注意：其实这题目及以后数题都没有标准答案，这里只是一些较重要的提示。）可能
强调点是大家都有公民的权利与责任，一同作战，对付外敌，同心合意，叫天国增长
兴旺。
【049】主内一家亲，一起在父亲面前有亲密的关顾、交通、团契。
【050】凭着灵和真理，同心以口舌及生命敬拜主，作衪的见证。
【051】我们要留心圣灵的感动。
【052】我们的思想言行要以圣经真理为根基。
【053】我们要以主耶稣为中心焦点，等候并依从衪的吩咐，
【054】我们有神借着圣灵的同在，凡事只是与衪同工，靠衪而不是靠自己力量建造。
【055】福音的奥秘。
【056】基督的奥秘。
【057】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058】有福的音讯，好消息，喜讯。
【059】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060】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
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
【061】受托付有关切别人（尤其是一些神特别差派之物件）的职分。
【062】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神托付的物件。
【063】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064】因为他以前极力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
【065】Ａ
【066】因为他认为自己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067】Ａ
【068】成能福音的工人是凭着神的恩典，而恩典按定义就必定是不配得的。同时，这是照着
神运行的大能，不是在乎自己的能力。
【069】知道福音的奥秘，清楚福音的资讯。
【070】Ｄ
【071】借着圣灵启示神的圣使徒和先知。
【072】读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
【073】为基督患难被囚。
【074】 不要丧胆，反以是我们的荣耀。
【075】我们本极不配，但神仍赐恩典，叫我们知道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并把其传给别人。
【076】神使用我们，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 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077】神更使用我们（为教会之一部份），借着我们，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
般的智慧。
【078】神按着衪旨意的计划在基督里拯救一切愿意信靠主耶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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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Ａ
【080】可能有许多方面的提醒，包括 1.凡事皆当以祷告为先。 2.祷告之前应思想我们是向怎
样的神祷告。
【081】衪是创造万有的主，天上地上各家各族的父亲，是每一个人生命的源头，看顾掌管万有。
【082】心里力量刚强起来。
【083】基督因他们的信，住在他们心里。
【084】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085】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086】知道这（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087】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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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肢体中的相交

经文：以弗所书 4︰ 1─3

（一） 4︰1 「为主」en kurioo(i)可译作『因为主之故』、『由主』、『在主里』、『与主一起』....。
◆保罗在 4︰1 提到他是以『为主被囚』者的身份来作劝导的用意是什么？（另参
3︰ 1─2 ； 6︰20。） 【001】
4︰1 下--《新译本新约全书》「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
◆4︰1 下『蒙召』是指神给予的那样的呼召？
Ａ 信耶稣开始行善，希望将来得以成圣
Ｂ 信靠耶稣为主而成为被称为义的人
Ｃ 在教会中作某方面的事奉
Ｄ 在教会中作领袖
Ｅ 『全时间』事奉
【002】
◆下列是我们『蒙召』即借着主耶稣成为的新人之名称，请指出相对的 U 行事为人
应是怎样的，才是『与蒙召的恩相称』，或才是『配得上所蒙的呼召』。
『圣徒』（弗 1︰1 ）【003】
『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弗 1︰1 ）【004】
『得儿子的名分』（弗 1︰5 ）
【005】
『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弗 1︰7 ）【006】
『信耶稣的人』（弗 1︰19）
【007】
『神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工作』（弗 2︰10；参 2︰ 1─10）【008】
『与圣徒同国』（弗 2︰19）
【009】
『神家里的人』（弗 2︰19）
【010】
『主的圣殿、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弗 2︰22）【011】
其实，弗一至三章中保罗提醒我们所蒙的召是什么，而四至六章中则告诉我们相称或配得上的行
事为人是怎样的。
（二）◆弗 4︰ 2─3 中的行事为人之提醒、是与以上我们蒙召成为的新人之那几项形容有关？
【012】
弗 4︰ 2─3 在原文是（参《中英希逐字对照新约圣经》）「要以完全的谦卑和柔和，用恒忍在
爱中彼此容忍，以和平之绳索竭力保守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换而言之，「凡事谦虚、
温柔，忍耐」是「以爱心互相宽容」的秘诀，亦可能同时是「以和平彼此联络」来「竭保守圣灵
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秘诀。
◇请小心解释这些在弗 4︰ 2─3 中之词语的意思：
谦虚（或谦卑、谦逊）
温柔（或柔和）
忍耐（或恒忍）
宽容（或容忍）
和平（或和睦、和好）
合而为一的心
◇你想，用爱心（或在爱中）彼此宽容和一般的宽容（或容忍）有什么分别？
◇试想，「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对「用爱心彼此宽容」有什么重要的帮助。（可
用实例表明。）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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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4︰3 的吩咐是：基督徒（尤其一间教会中的弟兄姊妹）要尽力：
Ａ 保守自己与其他任何一个基督徒之间已有的合一
Ｂ 保守自己与其他任何一个人之间已有的合一
Ｃ 与自己尚未有合一的基督徒建立彼此之间的合一
Ｄ 与自己尚未有合一的人建立彼此之间的合一
Ｅ 保守那些与自己已有合一的基督徒之间的合一
【013】
弗 4︰3 的『和平』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心态，亦可能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并人与神间因基督的和好。
◇你认为「以和平彼此联络」是什么意思？它对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合而为一的
心」有什么帮助？
4.2

在主里的合一

经文：以弗所书 4︰ 4─10

（一）按：略读弗 4︰ 4─10 会感到这不是一段容易完全明白的经文，但是如果我们小心采用正
确解释的原则，我们即会找到经文的重心，并其中一些细节最可能的意思。【请温习本科第一堂
中有关资料。】
◆请参看这经文的上文（ 4︰ 2─3 ）和下文（ 4︰11─16）；并指出作者在经文
中最明显关切的题目是什么。
上文【014】
下文【015】
◆请再把 4︰ 4─10 读一遍，并思想其上下文的重心，然后指出它的内容主题是关
乎什么。
4︰ 4─10 的主题【016】
◆保罗指出、我们蒙恩信主的人有合而为一的心是相称和配得上的表现和心态，因
为我们已有那七方面的相同之处？【017】
（二） 4︰4 『身体』固然就是指教会。这是『基督的身体』，因此，所有真正的教会（不论是
普世性或是某地方的每一间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换而言之，除非我们可以确定一间教会不再
是基督的身体，不然，我们也必要承认，我们与那教会并其中的弟兄姊妹都是属于同一个身体。
◆请列举一些唯一的圣灵与基督唯一的身体（教会）的关系（参看圣经别处的经文）。
参弗 2︰22【018】
参约翰福音 16︰13 【019】
参约翰福音 15︰26─27 【020】
参哥林多前书 12︰ 4、 7、11 【021】
参使徒行传 13︰2【022】
参使徒行传 5︰ 1─3 、 9、11【023】
其他（请列、并列明经节）
◆教会并其中所有蒙召得恩的成员同一个指望（即盼望）是什么？
（参弗 1︰11─14，18─23。）
【024】
◆清楚有一个指望对教会的发展有什么重要？
【025】
（三）◆根据『主』字的定义，一个人和他的主的关系应是怎样的？【026】
◆ 我们生命中可否有超过一个主？请解释。（可参马太福音 6︰24）【027】
◆ 弗 2︰ 1─3 指出我们信耶稣以前的生命中有那些主？【028】
◆ 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的『一主』是谁？【029】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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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新约圣经中，『信』和『洗』有极密切的关系，以致经常是并用（例如使徒行传经常说，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什至是通用的（参彼得前书 3︰21）。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委身信靠
基督──「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以洗礼（一般正常情况而言）宣布我们归入耶稣基督名下，成为
衪的人，同时「心里相信神叫衪从死里复活」，愿意认罪悔改、接受基督，真心与主耶稣同死、
同葬、同复活（参罗马书 10︰9 ）。
◇请用你自己的话语简单地解释，你（并教会所有重生信徒）「一信、一洗」所代
表的内容是什么？
（五）参 4︰6 。按：这里在普通的中文圣经（和合版）有四个「众人」。在原文（字根 PAS ）
即所有、一切、全部，因此经文中可解作所有的人，或所有信主的人（众人），或作所有的人和
物（万有）。但是，四处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应该有同样的翻译。（因此《现代中文圣经》在这
里的翻译是不对。）
4︰6 「一神」──理论上，信奉同一的神不能保证彼此之间的合一，因此保罗需
要加以补充。
◆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信奉 4︰6 所描述的神，则：有而应能保守彼此间的合一？
【030】
（六） 4︰ 7─10 是我们要小心钻研的经文。
◆ 4︰ 7─10 的主角和焦点是：── 父神 ∕ 基督 ∕ 圣灵 ∕ 『恩赐』 ∕ 教会
【031】
经文的「恩赐」（ 4︰7 ，8 ）或「赐」（ 4︰11）在原文只是『给予』或『赠（品）』
的意思。因此， 4︰7 可译为『而我们每一个被给予按着基督的量度给予的恩典』。
4︰8 是引自诗篇 68︰18（或其中一些古意译本）。因为这是诗歌文体写成，所以
我们不要乱猜其中的描述是否代表什么东西，而是要留意诗句的意境。
◆这诗句是形容一幅怎样的图画？【032】
◆ 因此，作者引用这诗句是要我们感受到基督是怎样的？【033】
4︰9 「地下」原文是「地底下的境界」（诗篇 63︰9 作「地底下」；以赛亚书 44
︰23 作「地的深处」。）。
◆基督「降在地下」（或作『降到地底下』）是什么意思？【034】
◆因此，比对来说，基督「升上」是什么意思？【035】
◆ 4︰10 更补充（或重述）我们所信靠并属乎衪身体的基督是怎样的？【036】
◆ 请把 4︰ 7─10 的中心道理归纳起来。【037】
（七）◇请列举一些我们（或其他弟兄姊妹）常用解释我们的软弱，未能每时每刻过荣神益人的
生活（尤其是没有在人际关系与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相亲相爱）之『原因』。同时，请使用弗 4︰
4─10 的教训来检讨，考察究竟那些是『原因』还是『借口』。

4.3 — 基督的身量

经文：以弗所书 4︰11─16

（一）请把弗 4︰ 1─16 读一遍。
◆ 4︰11『他』是指何人或何物？ 【038】
◆ 4︰11 中「他」把不同的东西（使徒、先知、..）给何人或何物？
Ａ 全人类
Ｂ 教会
Ｃ 每一个基督徒
Ｄ 爱主的信徒
Ｅ 每一个人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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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中「赐」是普通给予的意思。林前十二章形容圣灵把不同的『属灵恩赐』（CHARISMA）
「分」（注意：在原文是 DIAIROUN IDIA(I)，即分别或个别地分配）给信徒（参林前 12︰11），
用词方面和弗 4︰11 有所不同，而那里所列的恩赐亦没有这里数项。比对来说，林前 12︰28 则
形容使徒、先知、教师为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职份。总括来说，使徒、先知、..不是『属灵恩赐』，
而神给予教会的职份。当然，神不单拣选担当这些职份的人，把他们给予教会，亦必会把所需的
属灵恩赐（每职份可能超过一样恩赐）给他们，叫他们能称职。
◆请查考并简述 4︰11 各职份的主要功能。
按：1.『使徒』的责任是开荒建立教会。使徒行传 1︰21─22 的资格是新约神设
立来建立普世性教会的十二使徒；以后当然不再有这一类的使徒。但是圣
经亦有用『使徒』这字来形容其他在不同地方开荒建立教会的宣教士。
2.『先知』基本上就是一个神使用来传达讯息的人。新约及其后的时代，所
有信徒都是认识主，与神有经常不断来往交通的人。因此，向他们传讯
跟旧约时代当然不一样。
3.「传福音的」，即『布道家』。
4.「牧师和教师」──以原文的文法结构，这应该是一个职份，因此可译作『教
牧同工』。
使徒【040】
先知【041】
传福音的 【042】
牧师和教师 【043】
◆ 请指出以下的工作最可能该是谁的职份──
Ａ使徒 Ｂ先知 Ｃ传福音的 Ｄ牧师教师：
组织福音队到邻近的市填成立家庭聚会，以准备将来在那里开始崇拜。【044】
神 愿 意 教 会 开 始 关 心 普 世 差 传 工 作 ； 把 这 讯 息 告 欣 教 会 各 会 友 。 【 045 】
安排让某会友开始修读神学圣经课程。【046】
与当地华侨组织联络，希望有机会在它们的活动中，把教会介绍给侨胞。【047】
帮助会友建立基督化家庭，叫父母和子女都有每日灵修读经祈祷的时间。【048】
（二）◆神在教会中设立不同的职份的（长远）目标是什么（参弗 4︰16、12）？【049】
◆神设立使徒，先知等是要帮助信徒有所的改变，以达成以上的目标。请思想经文的意思，
然后用自己的话清楚解释，神要使用这些工人叫我们有怎样的改变。（提示：可能需要参
考解经书对经文的解释。）
4︰12「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050】
4︰13「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051】
4︰13「认识 神的儿子」【052】
4︰13「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054】
4︰14「不..中了人的诡计」【053】
4︰14「不..中了..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055】
4︰14「不..随从各样的异端」
【056】
4︰15「惟用爱心说诚实话」【057】
4︰15「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058】
◇请归纳神在教会设立不同职份，要我们「长大成人」、「不再作小孩子」成为的
模式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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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列举一、二项你认为神在今日要你留意的地方。你认为教会有那些职份的工作
人员对你在这几方面的成长会所有帮助？
4.4

去旧迎新

经文：以弗所书 4︰17─24

（一）弗 4︰17：「所以」是一个连贯词（conjunction ），表示因为上文所述的解释，所以作
者有跟着的「在主里确实的说」的话。
◆作者在这弗 4︰17─24 段经文中「在主里确实的说」的话之中心内容是什么？
Ａ 我们不再作小孩子，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Ｂ 我们要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Ｃ 我们全身都靠主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Ｄ 我们行事，不要再存虚妄的心。
Ｅ 我们行事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059】
◆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里的经文对我们有这样的提醒？
Ａ 因为作者当时是为主被囚的。
Ｂ 因为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Ｃ 因为神赐的有使徒等，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Ｄ 因为我们不再是小孩子，随从各样的异端。
Ｅ 因为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060】
◆「外邦人」在弗 4︰17 中的意思是什么？
Ａ 所有不是犹太人的人
Ｂ 那些普通典型的非犹太人
Ｃ 所有不认识主的非基督徒
Ｄ 那些典型的非基督徒
Ｅ 那些特别坏的非基督徒 【061】
◆经文如何形容「外邦人」行事背后的心态？
参 4︰17【062】
参 4︰18【063】
参 4︰19【064】
「良心..丧尽」原文字根「apalgeoo」即毫不哀恸，意思就是完全麻木了，对神、
对罪、对别人都不敏感。
◆请小心归纳，经文所描述的是怎样的心态。
Ａ 没有准则、随意或人云亦云
Ｂ 没有礼义廉耻
Ｃ 淫乱的
Ｄ 自我中心的
Ｅ 胡思乱想的
【065】
◆经文指出抱有以上心态者实际行事会成为怎样的？（参 4︰19、2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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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说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表示信主之前的『老我』与我们
仍有什么关系？
Ａ 这『老我』已不再存在；我们行事不会受影响。
Ｂ 这『老我』已不再存在；但我们行事仍会惯性或糊里糊涂地跟着记忆中的『老
我』的样式。
Ｃ 这『老我』仍掌管我们的肉体。
Ｄ 我们新生命有两部份──『老我』与新人，两者不断相争。
Ｅ 这『老我』只是隐藏着；我们软弱不信靠神的时候，它便来搅扰我们。
【067】
（二）中文和合版圣经 4︰23 的『又』不在原文；其实 4︰23 是直接承接 4︰22，属同一句子。
◆经文教导我们、如何能够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Ａ 不要随从那些典型非基督徒的不良风俗
Ｂ 除掉我们仍未对付的坏习惯
Ｃ 把心志改换一新
Ｄ 学效神的形像
Ｅ 追求真理、仁义和圣洁
【068】
◇请自我检讨并分享，你感到目前的心志有那方面急需「改换一新」。
◆经文指出把心志改换一新的方法是什么？（提示：参 4︰20─21。）
Ａ 多祈祷
Ｂ 学习圣经真理
Ｃ 参加教会聚会
Ｄ 接纳别人的劝勉
Ｅ 以真理、仁义和圣洁为一切行事的准则 【069】
◇请从你个人的体验或曾接触的主内弟兄姊妹的见证、举一些实例来支援「学了基
督，..听过衪的道，领了衪的教，学了衪的真理」确能把心志改换一新。
◆ 4︰24「穿上新人」在这里的含义是什么？
Ａ 我们要信基督成为一个新人，便会有新的心志，因而有新的行事为人。
Ｂ 我们既已信基督，就是新人，因此行事也要像新人才是合理的。
Ｃ 我们要提醒自己因信基督已是一个新人，而新人应有新人的心志，活像新人
地行事。
Ｄ 我们要有新的心志，决定有新的行事为人，便会成为一个新人。
Ｅ 我们要有新的行事为人，便会把心志改换一新，成为新人。【070】
4︰24「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意即这新人有神自己的性情，而行事也会表现像神的性情。
◆经文特别指出，因为我们是照神的形像造的新人，所以我们行事也应有那些像神
的特质？【071】
◇请举一些生活上和与人相处所体验的实例解释，怎样才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的新人之行事。
◇请检讨你在那一、二方面的行事确不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想你要如何
把心志改换，以改善这几方面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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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建议 ＡＮＳＷＥＲＳ
[001]他的劝导是因为他对主耶稣有很亲切和爱慕的关系。同时，他关心主的福音并有关切收
信者（尤其是外邦人）的职分。
【002】Ｂ
【003】行事为人：圣洁，无有瑕疵。
【004】行事为人：对主忠心，信靠主。
【005】行事为人：有盼望，可使用神的丰盛，有神的尊贵荣耀。
【006】行事为人：不再是出于惧怕刑罚或罪疚感。
【007】行事为人：凭信心而非单凭眼见。
【008】行事为人：行善，就是神所豫备叫我们行的，而不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现今
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009】行事为人：以天国的事为念，尤其是关心把福音传给远处和近处的人。
【010】行事为人：主内一家，相爱相亲，同心高举基督。
【011】行事为人：被圣灵充满，完全由衪引导。
【012】我们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工作』，所以应有基督耶稣的样式；同时我们都是『神
家里的人』了。
【013】Ａ
【014】教会弟兄姊妹的相处和合一。
【015】教会中的合一配搭事奉。
【016】教会弟兄姊妹合一相处、配搭事奉的原因。
【017】一体、一灵、一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018】教会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019】圣灵引导教会弟兄姊妹明白一切真理。
【020】圣灵为主耶稣作见证，使教会弟兄姊妹也要作见证。
【021】圣灵在教会中分配职事，并随己意把恩赐给各人在教会中事奉使用。
【022】圣灵把指示给教会的领袖们，指挥教会各事工（尤其是宣教福音广传）的发展。
【023】圣灵主持教会纪律，洁净教会。
【024】所有神的子民都完全得赎，叫万有都要服在主耶稣脚下，使衪得到完满的荣耀颂赞。
【025】这指望就是教会发展所朝着的方向和目标。
【026】主掌权、管理、作决定、差派、吩咐；下属则只有听命，凡事绝对遵从。
【027】不能，因为两个主有不同（尤其是有衡突的）吩咐时就不知怎辨﹗
【028】「今世的风俗」（社会、潮流、人言、其他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但）和邪
灵；「肉体的私欲」（自己、自我）。
【029】耶稣基督
【030】因为我们众人都有这个神在我们之上，掌管我们每一个，并充满我们每一部份的生命和
生活；衪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切的一切。
【031】基督
【032】一个大大战胜者。
【033】衪是一个大大的战胜并荣耀夸胜者。
【034】基督受死被埋。
【035】基督从死里复活。
【036】衪受死被埋，但从死里复活，如今是远超诸天，要充满万有、充满全宇宙。
【037】基督是受死，但其后从死里复的荣耀战胜者，远超乎诸天，充满万有。就是这样的基督
亲自量度给予我们每一个的恩典。
【038】基督
科目:

日期:14/09/30

页数 Page:

29

【039】Ｂ
【040】宣教建立新的教会或分堂。
【041】留心并分享神对教会（或其中的会友）有何特别的指示和提醒。
【042】顾名思义──传福音。
【043】对会友的教导和辅导，帮助他们灵命不断的成长。
【044】Ａ
【045】Ｂ
【046】Ｄ
【047】Ｃ
【048】Ｄ
【049】叫教会各部份有良好的运作和配搭，使教会整体不断增长，建立成为一个真正爱神爱人
的团体。
【050】叫我们能圣洁完全地忠于神所托付自己的岗位。
【051】叫我们了解圣经中的基要的道理；这些重要的教训（例如：『使徒信经』或教会章程中
的『信仰宣言』。）是历代和普世绝大部份重生信徒都接受的。
【052】与主耶稣有直接和每时刻不间断的关系，知道衪的旨意。
【053】效法基督，生活言行有衪的模样。
【054】有原则，有正确合乎圣经的立场，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055】与邪灵不再有任何来往，拒绝所有邪教的活动（包括问米交灵、占卜、神打等）。
【056】不跟异端份子来往，拒绝一切不合乎圣经的道理。
【057】与任何人交往（尤其是弟兄姊妹）都抱着绝对坦诚和真心相爱（注意：不是『爱心或诚
实』，而是爱心和诚实）的心态。
【058】每一份事都是『在基督里』作成，与圣灵同工，留意主耶稣每时刻在身旁。
【059】Ｄ
【060】Ｂ
【061】Ｄ
【062】虚妄。
【063】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无知，刚硬。
【064】『良心』丧尽，就放纵私欲。
【065】Ａ
【066】行种种的污秽；渐渐变坏。
【067】Ｂ
【068】Ｃ
【069】Ｂ
【070】Ｃ
【071】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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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更新的交际

经文：以弗所书 4︰25─29

（一）以弗所书 4︰1 提醍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4︰11─16 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有使徒....，「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4︰17─24 则指出，因此我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心志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 4︰25─29 这段经文与其上文有什么关系？【001】
4︰25─29 中的提醒主要是关乎我们那方面的行事？
Ａ 个人的敬拜生活
Ｂ 教会的组织
Ｃ 家庭中夫妻及父母子女之间的相处
Ｄ 与别人的交往及人际关系
Ｅ 个人灵命的长进
【002】
（二）请再参看 4︰25。
◆这一节中「邻舍」主要是包括那些人？（提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Ａ 住在我们附近的人
Ｂ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Ｃ 撒玛利亚人
Ｄ 基督徒
Ｅ 所有的人
【003】
◆ 这 经 节 中 的 提 醒 其 实 差 不 多 是 重 复 弗 四 章 上 文 的 那 一 句 话 ？ 【 004 】
◆「弃绝谎言」与「说实话」有什么分别？【005】
◆我们要真正坦白真诚相待的原因是什么？
Ａ 这是圣经的吩咐
Ｂ 这是基督徒应有的表现
Ｃ 这才是好见证
Ｄ 我们是同一个身体；肢体间的沟通对身体的配搭是绝对必要的
Ｅ 我们是主耶稣的代表 【006】
4︰25 是『新人』的行事形态之第一个实际的提醒。这提醒是有别于许多教外的人之作为和他们
认为是明智之举。
◆请温习并从 4︰17─21 指出一些原因，为什么我们作新人的行事形态与非基督徒
一般的作为并他们认为是明智之举会有所差别。【007】
◇请举一些实在的例子，指出教会弟兄姊妹间缺乏坦诚如何会成为会友个人灵命成
长和教会发展的重大阻拦。
（三）请参看 4︰26─27。生气不一定是犯罪；它可能只是人的生理机能。勉强压制怒气是引致
许多心理病态之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基督徒要学习神『恨恶罪恶而爱罪人』的原则，因此我们可
对事生气，（尤其是对罪和罪带来的不良后果而生气，）但不要对人生气。注意：生气不单是外
在的发泄；内心的愤怒可能更为严重。
◇请思想例举一些长久对人生气会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罪行，以致给魔鬼留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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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参看 4︰28。「正经事」原文 to agathon 的本意是美好、良善的事情。
请把这经节与创 3︰17─19 神告诉人犯罪而得的咒诅作比较。
◆这经节指出一个基督徒对劳力工作的看法和动机与得救以前有什么重大的分
别？
看法
【008】
动机
【009】
请参看 4︰29。「污秽」原文 sapros 意即腐坏，（有如叫食物的腐坏，）主要的
含义不是道德性的。「得益处」原文即给予或带来恩惠。
◇请思想有那些言语是真的造就人，有那些却会叫人腐坏。
◇请分享在你过往的经验中，有否那些弟兄姊妹给予的言语对你灵命长进有很大的
帮助；有那些却使你与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
5.2

更新的性情

经文：以弗所书 4︰30─32

（一） 4︰30：「不要叫 神的圣灵担忧。」。『担忧』原文 LUPEOO 使悲哀、痛苦、忧愁的
意思。从这句话我们知道圣灵是有感情的。
◆圣灵的本位（BEING ）是怎样的？
Ａ 一种能力
Ｂ 一样物品
Ｃ 圣父或圣子的另一个名称
Ｄ 一个位格、好象一个人或神或天使
Ｅ 一个抽象观念
【010】
4︰30：「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他的』原文意思是我们『在衪里面』或『借
着衪』得印记。
◆ 4︰31 指出圣灵给予我们什么？
Ａ 信心
Ｂ 爱心
Ｃ 盼望
Ｄ 能力
Ｅ 喜乐
【011】
其实，以弗所书对圣灵有很清楚的介绍。
◆请翻看以下的经文，并从中指出圣灵与我们信徒有什么关系。
1︰13─14
【012】
1︰17
【013】
2︰18
【014】
2︰22
【015】
3︰ 5
【016】
3︰16─18
【017】
4︰ 3
【018】
5︰18
【019】
6︰12、17
【020】
6︰18
【021】
◇从我们与圣灵的关系，请思想 4︰30「叫神的圣灵担忧」实在是什么意思，并
尝试例举一些叫圣灵担忧的表现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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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31 列出一些不理想的性情，很可能是叫圣灵担忧的实例。
◇试解释 4︰31 所形容的性情是怎样的。
参现代中文圣经弗 4︰31：「你们要除掉一切怨恨，暴戾，忿怒。不要再喧扰或
毁谤等，不要再有任何的仇恨。」
乐门版新译本新约全书弗 4︰31：「一切苛刻、恼怒、暴戾、嚷闹、毁谤，连
同一切的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 4︰32 建议有什么积极的方法，有助于除掉 4︰31 所列之不理想的性情？【022】
◇试解释为什么这些积极的方法确是有果效的。
◆可能因为有人会认为「彼此饶恕」不易实行，因为经文对这方面给予什么秘诀？
【023】
5.3 蒙慈爱的儿女

经文：以弗所书 5︰ 1─5

学习目标：像蒙慈爱的儿女地效法神，实践舍己与圣洁的爱。
（一）◇请分享你认为真正能够感受父母的爱对一个人的性格及行事为人有什么影响。
在弗 5︰ 1─ 7 中，保罗继续指出基督徒行事为人应有的表现。请不要忘记在方面的基本
原则──弗 4︰ 1「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同时亦要紧记，我们
实行的方法不是靠自己的计划，而是「学了基督，....听过衪的道，领了衪的教，学了衪
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 的旧人。....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
新人。这新人是照着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 4︰20─24）
◆ 弗 5︰ 1 吩咐我们要怎样地「效法神」？【024】
◆简单地说，我们这样「效法神」（依照弗 5︰1 的教训），就是：
Ａ 我们按圣经真理并从过往的经历中思想神怎样爱自己，然后同样地去爱神爱
人。
Ｂ 我们从圣经中研究神的爱是怎样的，然后在生活中表现同样的爱。
Ｃ 我们察看主耶稣怎样爱人，以衪为榜样。
Ｄ 我们尝试推想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爱神爱人，然后把这爱实践出来。
Ｅ
我 们 尽 心 尽 性 尽 意 尽 力 去 爱 神 爱 人 。 【 025 】
◆弗 5︰ 2 如何指出，我们蒙受的爱，其实正是舍己的爱？【026】
◆因此，我们效法神凭爱心行事（参现代中文圣经：
「你们的生活要处处表现爱心。」，
亦要凭怎样的爱行事？【027】
◇请举一些例子，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不同环节中凭舍己的爱行事。
家庭生活
上班（或上学）的时候
教会事奉生活
与朋友交往
其他
（二）弗 5︰ 3「方合圣徒的体统」，原文的意思是「这样才合乎圣徒（即圣洁者）的身份」。
其实，弗 5︰ 2 也可以见到，基督十架救赎的爱，亦是圣洁的爱。
◆请尝试解释，为什么基督献与神的供物和祭物是「馨香的」？【028】
因此，我们效法神也要以舍己和圣洁的爱行事。
◇你想，为什么「淫乱、和一切的污秽」（弗 5︰ 3）是缺乏舍己和圣洁的爱之表
现？
◇请从过往生活例举一些实际的景况，以表明「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参现
代中文圣经：「淫猥、愚妄、或下流的话」亦是缺乏舍己和圣洁的爱之表现。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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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样从过往生活例举一些实际的景况，以表明「说感谢的话」却正是实践舍己
和圣洁的爱。
◇贪心是另一个缺乏舍己和圣洁的爱的心态。你想，为什么贪心，更是「与拜偶像
的一样」？
5.4 光明的子女

经文：以弗所书 5︰ 6─14

学习目标：神光明的子女之特式，并与不在光明中者的对比。
（一）◇试想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双目复明；他在黑暗与在光明的时候之生活表现及心态有什么不
同？
◆弗 5︰ 6─14 如果形容我们信主以前的景况？
5︰ 6【029】
5︰ 8 【030】
5︰11 【031】
5︰12【032】
5︰14 【033】
◆弗 5︰6─14 又如何形容我们今天在光明中应有的生活表现？
5︰ 8【034】
5︰ 9【035】
5︰10【036】
5︰14 【037】
◇请举一些实例来表明何谓结出『良善』、『公义』和『诚实』之果子的生活。
（二）◇请从过往的经验和猜想，建议一些非信徒会用来欺哄我们之虚浮的话，引诱我们他们同
伙。
◆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是否告诉不要与未信主的人同行？请解释。【038】
◇请建议一些方法，使我们与未信主的人有关心和交往，而不会在无益的事上与他们
同行，什么相反渐渐使他们愿意跟我们行在光明中。

5.5—爱惜光阴

经文：以弗所书 5︰15─18

学习目标：认清『光阴』的价值，并思想怎样善用时间。
（一）有些中认为时间很珍贵，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亦有些人感到『度
日如年 』，要寻找娱乐『消遣』来消磨遣发时间！
◇你个人觉得时间有多少价值？请解释。
◆弗 5︰14─18 的经文中有那几个爱惜光阴的方法？
5︰14 【039】
5︰15 【040】
5︰16 【041】
5︰17 【042】
5︰18 【043】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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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弗 5︰14 之『睡着（或『死里』）的人』是谁？
Ａ 巳经逝世的人
Ｂ 昏迷中『脑死』了的人
Ｃ 醉生梦死的人
Ｄ 未信基督没有生命的人
Ｅ 已信主但没有好行为的人 【044】
◆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的光照才能爱惜光阴？【045】
◆「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弗 5︰15）对爱惜光阴有什么帮
助？【046】
◇请举一些例子，表明未经思考、人云亦云地随从现今邪恶的世代确会叫我们浪
费许多光阴。
◆请从弗 5︰17 找出「糊涂人」的定义。【047】
◆为什么我们必须明白主旨意，才能爱惜光阴？【048】
（三）请看弗 5︰18。
◆酒对一个「酒醉的人」的影响是什么？【049】
◆请使用醉酒的比方来解释「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050】
◆为什么被圣灵充满的人，才是爱惜光阴的人？【051】
（四）◇请检讨：察看每日（或每星期）有多少部份的生活──
（１）仍是被现今世代牵制；
（２）谨慎
行事；（３）被圣灵充满、明白并按着主的旨意而活。
5.6-口唱心和的敬拜

经文：以弗所书 5︰18─21

学习目标：学习『敬拜的真义』。
（一）◆被圣灵充满的人之特色是：
5︰19 【052】
5︰20 上【053】
5︰20 下 【054】
5︰21 上 【055】
5
︰
21
下
【
（二）◇敬拜主（包括个人敬拜及教会敬拜）有多少重要？请解释。
约 4：24 说：敬拜神，必须以心灵和诚实。「诚实」是指按真理。
◇ 5：19（参西 3：16）
敬拜神的「方法」（请把经文抄下来）
◆敬拜前的一般准备（西 3：16 上）U 【057】
◆崇拜的第一步（弗 5：19 上；西 3：16）【058】
◆崇拜的第二步（弗 5：19 下；西 3：16 下）【059】

056

换言之，崇拜的高潮是
Ａ 从内心回应神的真理，感谢赞美主
Ｂ 把真理述说来感谢赞美主
Ｃ 因为是圣经真理的嘱咐，所以要感谢赞美主
Ｄ 学习神的真理
Ｅ 凭着感谢赞美主来认识神的真理 【060】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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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个人或教会崇拜中，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投入敬拜，感谢赞美神？
【061】
下列那些真理或教训（对说∕教导∕劝诫），对我们投入敬拜有帮助。
◆神的信实何其实大【062】
有∕可能有∕没有
◆神基督徒不应抽烟
有∕可能有∕没有【063】
◆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
有∕可能有∕没有【064】
◆信耶稣得永生
有∕可能有∕没有【065】
◆所罗门王是大卫与拔示巴的儿子 【066】
有∕可能有∕没有
◆圣灵帮助我们祷告 【067】
有∕可能有∕没有
◆不要叫圣灵担忧【068】
有∕可能有∕没有
◇请另外列举一些（至少二项）对敬拜有帮助的真理。
◆ 5：19（西 3：16）建议可用那些方法来对遁∕劝诫∕教导？【069】
（三）敬拜主不单在言语和舌头上，我们也要学习借着生活言行的见证来荣耀敬拜祂。
◆弗 5：20 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常常感谢神」？【070】
◆西 3：17 补充「凡事」包括那些专案？【071】
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意即作主的代表，所作的就有如主亲自作的一样。
◇请列举一些「凡事」所包括的真实例子，然后解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而作那些事项与不奉主耶稣的名而作两者有什么分别？
（四） 5：21 另一个敬拜主的范围，就是主内弟巳姊妹一家相亲相爱：
◆ 5：21「彼此顺肢」是表示
Ａ 我们在基督里彼此之间的尊重
Ｂ 我们对基督的尊重
Ｃ 我们不怕不尊重人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Ｄ 我们怕不顺服会引起神和人的不满
Ｅ 我们不顺服别人，人家也不会顺服我们
【072】
◆请翻看彼得前书 5： 5— 6 节，并使用那经文来补充「彼此顺受」的意思。
【073】
◆顺服必须包括着的心态是怎样的？ 【074】
◆如果我们明知自己是对的，有什么辨法能没有虚伪的顺服？【075】
我们彼此顺服，本乎我们对神的尊重。存敬畏基督的心，愿意自卑服在神大能的
手下。因此，亦是导主的敬拜。
（五）◆温习：经文教导我们有那三种的不同形或的敬拜？
1 在教会中或个人敬拜【076】
2 在未信主的人中
【077】
3 在弟兄姊妹的相处中【078】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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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建议一些方法改善你对主每一种形式之敬拜（每形式最少建议一个方法）。
1 在教会中或个人敬拜
2 在未信主的人中
3 在弟兄姊妹的相处中
答案建议 ＡＮＳＷＥＲＳ
【001】一些有关『新人』的行事形态（就是「与蒙召之恩相称」，并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之实际建议。
【002】Ｄ
【003】Ｄ
【004】惟用爱心说诚实话（15 节）。
【005】前者是消极方面，后者是积极方面；「说实话」可能包括真理的分享。
【006】Ｄ
【007】因为非基督徒是「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 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
因自己无知，心 刚硬」。而我们却是「学了基督」，「听过衪的道，领了衪的教，学了
衪的真理」。
【008】以前是「劳苦」；如今是『美事』（「正经事」）。
【009】以前是希望「糊口」满足自己的需要；如今是为使我们能帮助别人。
【010】Ｄ
【011】Ｃ
【012】圣灵叫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有盼望等候主回来。
【013】衪赐我们智慧和启示，叫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
【014】圣灵感动我们归主，把我们带到圣父面前。
【015】我们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016】衪启示神的奥秘，叫我们直接或借着圣使徒和先知的教导明白神的真理。
【017】衪叫我们心里（或内在的真我）的力量刚强起来，使我们对基督有信心，因而爱心成为
有根有基。
【018】衪赐我们合而为一的心。
【019】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020】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与魔鬼争战。
【021】我们靠着圣灵祷告。
【022】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023】思想神如何在基督 饶恕了我们。
【024】好象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025】Ａ
【026】因为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
【027】舍己的爱。
【028】因为那供物（基督自己）是完全圣洁的，而这祭物更能除掉我们的罪污。
【029】我们是悖逆之子。
【030】是暗昧的。
【031】作暗昧无益的事。
【032】暗中所行的，就是题起来，也是可耻的。
【033】是睡着的人，在死 。
【034】是在主 面的。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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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036】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037】醒过来、复活的。
【038】否、只是「暗昧无益的事」上不要与他们同行。
【039】醒过来；从死 复活；让基督光照。
【040】谨慎行事。
【041】防避现今邪恶的世代。
【042】。
【043】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
【044】Ｄ
【045】因为我们得到基督的亮光，才晓得如何真正有意义地过日子。
【046】避免行 枉路，费时失事。
【047】不明白主旨意的人。
【048】只有主旨意的事，才是有价值的。
【049】叫他「放荡」，意即使他被酒掌管，动作都是酒的能力的结果。
【050】被圣灵掌管，行事为人都是圣灵的能力的结果。
【051】因为顺服圣灵的引领，他所作都是有意义的事；而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作成的更有真有
价值。
【052】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神
【053】奉基督的名
【054】感谢神
【055】存敬畏基督的心
【056】彼此顺服
【057】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058】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059】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060】Ａ
【061】彼此对说，彼此教导，互相劝诫
【062】有
【063】没有
【064】有
【065】有
【066】没有
【067】可能有
【068】没有
【069】可用诗章、颂词、灵歌
【070】凡事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071】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事
【072】Ｂ
【073】「以谦卑束腰」，不作「骄傲的人」，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074】以谦卑束腰
【075】不用争辩，相信神大能的手，到了祂的时候，必叫自己升高。
【076】按真理，以口舌赞美主
【077】凡事以基督的代表之身份而作
【078】尊重神而彼此顺服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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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二人一体的奥秘

经文：以弗所书 5︰21─3

学习目标：认识『婚姻的意义』。5︰21─33 首读
（一）◆弗 5：22—33 是接 5：21，因此丈夫与妻子相处之基本教训是什么？ 【001】
弗 5 ： 21—33 ， 经 文 中 有 那 一 句 话 ， 正 是 「 婚 姻 」 的 定 义 ？ 【 002 】
这节经文（弗 5：31）上一节和下一节的内容是什么？【003】
因此，婚姻的「缘故」（参 5：31 上）是因为
Ａ 神的爱
Ｂ 神的安排
Ｃ 男女相爱
Ｄ 基督与教会
Ｅ 要离开父母【004】
5：32 奥秘是一些重要而人不能靠自己思想考察，必须由神启示乎能明白的真理。
5：32「极大的奥秘」是开乎什么的真理？【005】
从以上的分折，可见神要用什么方法，使我们更明白基督和教会的关系？【006】
因此，基督徒婚姻的意义是什么？【007】
（二）◆ 5：21—33 指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怎样的？
5：23 【008】
5：24 【009】
5：25 【010】
◆归纳：因此，夫妇之间必须有怎样的关系，以达成婚姻的意义，启示表明基督与教会的
奥秘？【011】
◇研究这经文之前，你认为婚姻的意义（缘故）是什么？
◇你清楚婚姻的正确「缘故」，对夫妇的相处有什么实际的影响
6.2-作丈夫的--经文：以弗所书 5︰21─33
学习目标：思想作在婚姻中作丈夫的该留意之处。
（一）◆温习：从弗 5：22—33 可见基督徒婚姻的意义是什么？
Ａ 解决丈夫或妻子的孤单
Ｂ 生养敬虔的儿女
Ｃ 让丈夫有机会作头
Ｄ 借着神叫二人一体所表现的爱来见证神对人类并基督对教会的爱
Ｅ 没有特别意思，只是男女长大后的正常演变 【012】
◆经文中有那些经节是特别对丈夫的提醒？
参 5︰23 【013】
参 5︰25 【014】
参 5︰26─27【015】
参 5︰28─29 【016】
参 5︰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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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小心思想丈夫要「作头」的基本意思──可参考基督在教会中的运作，及一个机构（例
如一间公司或餐馆）中作头者的工作。丈夫作头包含下列那几项的意思：
明白主的心意、并按着神的旨意在前头带领妻子和家庭 是∕不一定 【018】
亲自兼顾并办理家庭中大小事情
是∕不一定 【019】
赚钱养活妻儿
是∕不一定 【020】
为家庭所有的决定向神向人负责
是∕不一定 【021】

（三）弗 5︰25─30 中的经文是描述基督如何对待教会，以作丈夫如何对待妻子的模式。（参 5
︰25「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U 正如 u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弗 5︰28「丈夫
也当照样爱妻子」。）
「用水借着道」的意思（可参陈终道《新约书信讲义：加拉太、以弗所书》对这经节的解释）就
是主耶稣使用圣灵借着圣经真理、首先引导我们明白福音、放下罪我接受基督、与主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在神面前成为圣徒，同时其后亦继续认识真理，作完全人。
◆请参看约翰福音 17︰14─19，并简述主耶稣如何叫我们成圣；这些也该是丈夫
可学效来鼓励妻子成圣的作为。【022】
◇请建议一些实际方法让丈夫可鼓励妻子成为更圣洁。
◆弗 5︰22─33 的经文用那些词句来形容丈夫应如何像基督待教会那样爱妻
子？
参 5︰25 【023】
参 5︰28 【024】
参 5︰29 【025】
◇请建议一些日常生活中，丈夫可实践舍己的爱之方法。
「保养顾惜」──『保养』原文（strong 编号 1625）即喂养；
『顾惜』原文（strong2282）
即使温暖。因此『保养顾惜』就是叫妻子有温暖饱足。
◇请列出妻子需要在那些方面感到温暖饱足。
（四）◇请归纳丈夫要如何待妻子，以见证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奥秘。

6-3 作妻子的

经文：以弗所书 5︰21─33

学习目标：思想作在婚姻中作妻子的该留意之处。
（一）◆温习：从弗 5：22—33 可见基督徒婚姻的意义是什么？
Ａ 借着神叫二人一体所表现的爱来见证神对人类并基督对教会的爱
Ｂ 解决丈夫或妻子的孤单
Ｃ 生养敬虔的儿女
Ｄ 让丈夫有机会作头
Ｅ 没有特别意思，只是男女长大后的正常演变 【026】
◆经文中有那些经节是特别对妻子的提醒？
参 5︰22 【027】
参 5︰24 【028】
参 5︰33 【029】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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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顺服」（STRONG 编号 5293）原文 hupotassoo--hupo 即『之下』；tassoo 的字根即
『放置』。因此这字带有主动地置于下，接受带领的意思。可比较弗 6︰ 2 及 6︰ 5 中
儿女对父母及仆人对主人的「听从」（STRONG 编号 5219）hupakouoo --参：akouoo
即听见，所以听从则含有听见而遵从上师之命令的意思。
◆『顺服』与『听从』的意思有什么分别？【030】
请再小心察看弗 5︰22─23。
注意：1.妻子只需顺服自己的丈夫。
2.「如同顺服主」--可比较歌罗西书 3︰18「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
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弗 5︰22─23 指出妻子要怎样顺服自己的丈夫？【031】
◆弗 5︰22─23 解释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的原因是什么。
Ａ 因为这是尊重主安排丈夫在家庭中的责任。
Ｂ 因为这是尊重主给予丈夫在家庭中的权柄。
Ｃ 因为女人是应该顺服的。
Ｄ 因为男性是比女性强大。
Ｅ 因为主耶稣也是一个男人。【032】
◆弗 5︰22，24 指出妻子要顺服丈夫；而弗 5︰20 又说主内弟兄姊妹要彼此顺
服。两者之间是否有矛盾之处？请解释。【033】
◆弗 5︰24 的提醒是妻子要在那些与家庭有关的事情上顺服丈夫？
Ａ 她应为合理的事情
Ｂ 与丈夫有关的事情
Ｃ 丈夫会亲自处理的事情
Ｄ 大的事情
Ｅ 一切事情【034】
（三）◆弗 5︰33「敬重」之原文字根 phobeoo 在中文新约圣经有别的翻译；究竟它与下列那
一个翻译的意思最接近-Ａ 害怕
Ｂ 惧怕
Ｃ 敬畏
Ｄ 恐怕
Ｅ 畏惧 【035】
◇请思想敬重丈夫与顺服丈夫有没有什么连带关系。
◇你认为有什么事情会影响（积极或消极）一个妻子对她的丈夫的敬重？
弗 5︰33 上下两个子句中在原文有 hina 一字，表示丈夫爱妻子与妻子敬重丈夫
是有连带关系。
◇请建议：1.丈夫可以如何叫妻子更感到被爱，使她更能敬重自己；
2.妻子可以如何叫自己更感到丈夫的爱，对他更敬重？
6.4 父母与儿女 经文：以弗所书 6︰ 1─ 4
学习目标：学习父母与子女的相处
（一）弗 5：31—32 指出婚姻是见证基督与教会的奥秘。另一方面，父母子女的相处对教会亦
有很大的影响。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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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看下列经文，并建议父母子女的相处对教会的发展可有什么影响？
玛拉基书 2︰15（参提后 1︰ 5； 3︰15）【036】
提前 3︰ 4─ 5，12（可参提前 5︰ 3─10）【037】
罗 16︰ 5；腓利门 1︰ 2；徒 2︰46；20︰20 【038】
◇请归纳并建议父母子女的相处对教会的影响
（二）◆下列经文指出儿女应如何与父母相处。
弗 6︰ 1【039】
西 3︰20【040】
弗 6︰ 2【041】
◆请指出这些经文怎样解释、儿女应这样与父母相处的原因是什么。
弗 6︰ 1U 【042】
西 3︰20U 【043】
弗 6︰ 2U 【044】
◆「在主里」听从父母，与不是在主里的听从有什么分别？【045】
◆请从下列提示思想『孝敬』所包含的意思。
字 原 文 timaoo （ STRONG 编 号 5091 ） 即 尊 敬 、 崇 敬 、 估 价 、 定 价 。 【 046 】
参箴言 15︰ 5，20；17︰ 6；23︰22；30︰17U 【047】
参申命记 5︰16；马太 15︰ 3─ 6U【048】
（三）◆弗 6︰ 4 指出父母应怎样照顾儿女？【049】
「惹..气」原文 parorgizoo（STRONG 编号 3949）即刺激成愤怒的意思。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对「不要惹儿女的气」有什么帮助？【050】
◆父母应如何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
参申命记 11︰1─2，11─13，18─22？【051】
◇请建议一些方法、在家庭中让儿女「从小明白圣经」（提后 3︰15）。
6.5-主人和仆人

经文：以弗所书 6︰ 5─ 9

学习目标：学习「主人」和「仆人」之间的相处。
（一）以弗所书 6︰ 5─ 9 中所论及的「仆人」（原文希腊文 DOULOS），就是当时的奴隶。这
并不是表示圣经支援奴隶制度；经文只是针对那时代的社会中之一方面的动态。一般来说，今日
的社会再没有同样的制度，但因为圣经的超时代性、昔在今在永在神的启示，所以这经文对我们
亦有可用之处。
◆请指出弗 6︰ 5─ 9 的经文对下列那几方面有重要的提醒？
我们的工作态度
有∕没有【052】
我们的国家观念
有∕没有【053】
老板与雇员的相处
有∕没有【054】
丈夫对妻子的看待
有∕没有 【055】
管工对所监管的工作人员的尊重
有∕没有【056】
阶级观念问题
有∕没有 【057】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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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文提醒「仆人」应有怎样的工作态度？
弗 6︰ 5【058】
弗 6︰ 6【059】
弗 6︰ 7 【060】
弗 6︰ 8U 【061】
◆弗 6︰ 5─ 8 那些提醒其实可算是解释「用诚实的心听从」的意思？
【062】
◆请用一句话撮要这「用诚实的心听从」之工作观。
Ａ 敬业乐业
Ｂ 施恩莫望报
Ｃ 男耕女织
Ｄ 尽心竭力
Ｅ 巧夺天工 U 【063】
◆请再小心察看弗 6︰ 5─ 8。经文如何指出，不论我们是雇主或雇员，其实父
神和基督才是我们工作的真正老板？
弗 6︰ 5【064】
弗 6︰ 6【065】
弗 6︰ 7【066】
弗 6︰ 8【067】
（三）◆弗 6︰ 9：「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一理」表示主人要如何同样
地、以一样的原则来待仆人？【068】
◆弗 6︰ 9 提醒「主人」和「仆人」在工作范围以外的地位上有什么分别？【069】
◆为什么阶级观念并种族、性别及任何方面的歧视都是违反神的真理？【070】
（四）◇请按照经文的提醒，思想检讨你的工作态度，（不论你是一个雇主或雇员。同时，学业
亦应视为神给予一个学生的工作。）并你与同事（包括工作中的上师和下属）之间的相处。

答案建议 ＡＮＳＷＥＲＳ
【001】彼此顺服，以表示对基督的敬畏
【002】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003】基督和教会
【004】Ｄ
【005】基督和教会
【006】藉婚姻，二人一体的关系作比方（预表）
【007】借着夫妇的关系来表明基督与教会的奥秘
【008】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009】教会顺服基督
【010】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011】圣洁，敬重
【012】Ｄ，借着夫妇的关系来表明基督与教会的奥秘（参弗 5︰31─32）。
【013】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014】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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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要用水借着道，把教妻子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神，作个荣耀的肢体，毫无玷污皱纹
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016】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不要恨恶妻子，总
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017】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018】是
【019】不一定
【020】不一定
【021】是
【022】主把神的道和真理给我们（14 节），把我们差到世上行走神的道路体验主实在（15─18
节），并自己先分别为圣。
【023】舍己
【024】如同爱自己∕自己的身子
【025】保养顾惜
【026】Ａ，借着夫妇的关系来表明基督与教会的奥秘（参弗 5︰31─32）。
【027】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028】凡事顺服丈夫
【029】当敬重丈夫
【030】听从可以只是行动上的遵循；顺服则必须有心态上的接受。
【031】如同顺服主
【032】Ａ
【033】否。在家庭中（即与家庭有关的事情上），妻子要顺服丈夫；在教会中二人则是主内弟
兄姊妹，并不分或男或女，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参加拉太书 3︰28）
【034】Ｅ--「凡事」
【035】Ｃ
【036】父母可生养和带儿女归主、叫教会增长，并以圣经培育他们成为虔诚爱主的信徒、在教
会中事奉。
【037】学习事奉的开始，就是先在家庭作主的见证，实践主的真理。
【038】教会许多聚会是在信徒家中举行。
【039】在主里听从父母
【040】凡事听从父母
【041】孝敬父母
【042】是理所当然（与蒙召之恩相称）
【043】是主所喜悦
【044】有应许蒙神特别加福
【045】靠着主的力量，使用主的方法和准则的听从，同时因为我们是服事主，不是服事人，因
此可以不被父母对自己的接纳程度影响。
【046】看重父母，视为对自己有很大的价值，尊敬他们。
【047】以父母为荣耀，他们年老时也不可轻视他们。
【048】按照神的方法，而不单是依人的传统风俗在外表上的敬奉。
【049】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050】主的吩咐是合理的；儿女若明白是主的吩咐，便不应会对父母因怒成恨。
【051】自己爱主、守衪吩咐来作榜样，随时随地全面性的教导。
【052】有
【053】没有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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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有
【055】没有
【056】有
【057】有
【058】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肉身的主人，好象听从基督一般。
【059】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从心 遵行神的旨意。
【060】甘心事奉，好象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061】晓得各人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062】「要惧怕战兢」（ 6︰ 5）；「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从心 」（ 6
︰ 6）；「甘心事奉」（ 6︰ 7）。
【063】Ａ
【064】我们工作是「好象听从基督一般」。
【065】我们是基督的仆人，从心 遵行神的旨意。
【066】我们是服事主。
【067】我们是要得主的赏赐──即是由主「出粮」。
【068】主人亦不要忘记自己同样是天父和基督的仆人，只是工作的性质不同而矣。
【069】没有分别
【070】因为所有人都「同有一位主在天上」，而「衪并不偏待人」。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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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属灵的战争

经文：以弗所书 6︰10─20

学习目标：认识属灵战争的敌人与策略
（一）◆弗 6︰10─20 所论及的属灵战争基本上是属于那性质的战争？
Ａ 个人能否重生得救
Ｂ 个人灵命的成长
Ｃ 个人生活中的见证与事奉
Ｄ 教会的增长
Ｅ 光明与黑暗的永恒斗争
【001】
◆经文显示怎样才是战胜的表现？
参 6︰10【002】
参 6︰11【003】
参 6︰13【004】
参 6︰20【005】
（二）◆谁是我们真正的仇敌？
Ａ 魔鬼
Ｂ 邪灵
Ｃ 世界
Ｄ 不信主的人
Ｅ 『旧我』
【006】
◆下列经文的描述使我们知道真正的仇敌是怎样的？
弗 6︰11 【007】
弗 6︰12 【008】
弗 6︰13 【009】
弗 6︰16 【010】
（三）◆弗 6︰10─20 有什么一般性的提示，帮助我们夸胜？
弗 6︰10 【011】
弗 6︰11 【012】
弗 6︰18 【013】
◇请分享一点你过往（尤其是近日）在这属灵战争上的体验。
7.2-謢心镜藤牌头盔

经文：以弗所书 6︰14─17

学习目标：学习使用神所赐的军装（一）
（一）温习：请重读弗 6︰10─20。
◆弗 6︰10─20 所论及的属灵战争基本上是属于那性质的战争？
Ａ 个人能否重生得救
Ｂ 个人灵命的成长
Ｃ 个人生活中的见证与事奉
Ｄ 教会的增长
Ｅ 光明与黑暗的永恒斗争
【014】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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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们真正的仇敌？
Ａ 魔鬼
Ｂ 邪灵
Ｃ 世界
Ｄ 不信主的人
Ｅ 『旧我』
【015】
（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弗 6︰14）-◆请猜想护心镜要保护我们属灵生命中的那一部份？ 【016】
公义即公正、正义，就是正确的人生道路与道德及其它方面的抉择。
「亏心事」很容易叫我们摇动。另一方面，「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
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约翰
壹书 3︰21─22）。
◇请举一些例子表明行走正路确能保护我们对主的胸怀心志，不致动摇。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8 有类似的经节：「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比较起来，弗 6︰14 的
「公义」是与「信和爱」有关。因此，这里的「公义」更可能「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
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 神而来的义。」（腓立比书 3︰ 9）。
◇请思想在以往有什么被魔鬼攻击你的「胸」之经历。你想被魔鬼攻击时、紧握着对主耶
稣为你赢得的义的信心、及因而产生对神对人的爱心有多重要？
（三）「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弗 6︰15）
◆「火箭」的利害在那里？为什么火箭是要「当」，而不能避？【017】
「信德」即「信」，包括基于神的话的正确信仰（圣经的真理），并愿意以信心行事（参
哥林多后书 5︰ 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 请翻看马太福音 4︰ 1─11，找出主耶稣如何使用「信德」来灭尽那恶者的火箭。
（四）「戴上救恩的头盔，」（弗 6︰16）--参帖撒罗尼迦前书 5︰ 8「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
戴上。」
◇请自己的语话，简单地解释基督徒「得救的盼望」是什么。
头盔就是保护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观点角度、理解分析、想象、价值观等。
◇请分享一二样近日生活中要思想的事情，并尝试使用「得救的盼望」来防避魔鬼的引诱，
使我们进入错误而得不到神喜悦的结论。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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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带子鞋子宝剑

经文：以弗所书 6︰14─17

学习目标：学习使用神所赐的军装（二）
（一）温习：请重读弗 6︰10─20。
◆一个重生信主的基督徒在那时候是处于属灵争战中？
Ａ 今生及来世每时每刻
Ｂ 今生每时刻
Ｃ 灵性软弱的时候
Ｄ 事奉主的时候
Ｅ 受试探的时候
【018】
◆我们要怎样打美好的仗？
Ａ 完全倚赖主的大能大力
Ｂ 努力使用神所赐的军装
Ｃ 专心尽力而为
Ｄ 跟从圣经的教训
Ｅ 奉主耶稣的名驱走撒但邪灵
【019】
（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弗 6︰14）
◆带子是一样什么性质的武器？
Ａ 攻击性
Ｂ 护卫性
Ｃ 阻吓性
Ｄ 可攻可守
Ｅ 其他的作用
【020】
◆束上带子和没有束上带子争战的形态和效果有什么分别？ 【021】
◆作带子的真理是从何而来？【022】
◆实际上，基督徒如何才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023】
（三）「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豫备走路的鞋穿在 上」（弗 6︰15）
◆鞋子在战场上的作用是什么？【024】
◇请建议（思想或根据过往的经验）与别人分享福音对灵命成长与应付撒但的攻
击有什么帮助。
◆你想，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称福音为「平安的福音」？【025】
（四）「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弗 6︰17）
◆宝剑是一样什么性质的武器？
Ａ 攻击性
Ｂ 护卫性
Ｃ 阻吓性
Ｄ 可攻可守
Ｅ 其他的作用 【026】
◆请翻看林前 1︰17─25； 2︰ 1─ 5；罗 15︰18 等。这些经文指出圣灵是怎样
的宝剑？【027】
◆请翻看撒迦利亚书 4︰ 6。这些经文指出圣灵是怎样的宝剑？【028】
弗 6︰17「就」在文法上表示「神的道」是圣灵的形容。「神的道」带有神的启
示，神成事的能源等含义，正是圣灵的特别作为。
◆请翻看以赛亚书 55︰11（比较 30︰ 7：49︰ 4），并指出神的道（神的话语）
如何确是「宝剑」？【029】
科目:

日期:14/09/30

页数 Page:

48

7.4-多方祷告

经文：以弗所书 6︰18─20

学习目标：学习多方祷告
（一）◇你认为祷告的目的是什么？
弗 6︰18「祷告」原文字根 proseuchomai（STRONG 编号 4336）在中文圣经中大都译
作「祷告」。
弗 6︰18「祈求」原文字根 deomai（STRONG 编号 1189）则大都译作「求」。
◆从字面思想，「祷告」和「祈求」有什么分别？【030】
弗 6︰18「靠着圣灵」--参现代中文圣经「随从圣灵的带领」；又乐门版新约全书「在圣
灵里」。
◆「靠着圣灵」和「靠着自己」的祷告祈求有什么分别？【031】
◇请举一些例子或譬喻来解释怎样才是：
随时祷告
多方祷告
儆醒祷告
不倦祷告
（二）◆弗 6︰18 的经文特别提醒我们应该为那些人代祷？
Ａ 所有的人
Ｂ 所有的基督徒
Ｃ 有需要的人
Ｄ 有需要的基督徒
Ｅ 同一间教会的人
【032】
弗 6︰19─20 更告诉我们为普世福音事工和宣教士代祷。注意：「为我」（弗 6︰19）原文意即
「代表我」或「代替我」。「使我得着口才」（弗 6︰19）原文是「在我开口时给我（合宜的）
话语」。
◆请从弗 6︰19─20 的经文列出一些为福音事工和宣教士的「代祷事项」。【033】
◇请思想你的祷告生活，并用一些时间祷告，特别为「众圣徒」和福音事工和宣教士代祷。
7.5-结语

经文：以弗所书 6︰21─24

学习目标：从以弗所书的结语，思想教会或个别信徒与事奉神的人应有的关系。（尤其是「全职
圣工人士」及教会所支援的宣教士。）
（一）◆试想推基古（弗 6︰21─22，亦参歌罗西书 4︰ 7─ 8）和以弗所书有什么关系？【034】
◆从圣经其他经文可搜集什么关于推基古的资料？
使徒行传 20︰ 1─ 5 【035】
提多书 3︰12（参 1︰ 3─ 4）【036】
提摩太后书 4︰12─13 【037】
◆保罗在以弗所书（并歌罗西书 4︰ 7─ 8）如何形容推基古的为人？【038】
◆以工作行政层面的职份而言﹐保罗是推基古的上司，打发他办事。保罗与他打发之同工
的关系如何？
Ａ 很亲密
Ｂ 公式化
Ｃ 不错，但有点距离，以确保上司的尊严
Ｄ 淡如水
Ｅ 忠心事奉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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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特别提及那项事奉上非常重要的心态？
Ａ 忠心
Ｂ 劳苦
Ｃ 爱心
Ｄ 有计划
Ｅ 竭力成事
【040】
◇请检讨你是否把每一个一起事奉的「同工」都看为「亲爱的弟兄」。
◇神给予你在教会内外有什么事奉？请检讨你在每项事奉上有多少忠心。
（二）◆推基古往以弗所的使命是什么？（参弗 6︰21─22；西 4︰ 7─ 8。）【041】
◆试想推基古代表保罗向以弗所等教会报告近况的作用是什么？ （提示：上文弗 6︰
19─20。）【042】
◇请建议一些实际的方法﹐把自己的景况「全」告诉愿意关心我们的教会和弟兄
姊妹，使大家能更有效地彼此安慰代祷。
（三）◆弗 6︰23─24 是类属信末公式的祝祷。然而，保罗在这祝祷中带有怎样的提醒？
参弗 6︰23U【043】
参弗 6︰24U 【044】
◆怎样才是「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045】
答案建议 ＡＮＳＷＥＲＳ
【001】Ｃ--弗 6︰10 表示这战争是个人性的。
【002】作刚强的人
【003】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004】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005】成就当尽的本分
【006】Ａ--其他只是魔鬼使用的工具。
【007】魔鬼有许多诡计
【008】它不是一个人，但是能利用人，控制有形和无形的世界
【009】它在磨难的日子特别凶狂
【010】它是恶者；是恶的。
【011】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
【012】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注意︰1.是神所赐；2.全副。
【013】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儆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014】Ｃ--弗 6︰10 表示这战争是个人性的。
【015】Ａ--其他只是魔鬼使用的工具。
【016】我们愿意跟从主、专一事奉主的胸怀心志。
【017】因为火箭来得很突然，防不胜防。火箭不能避，因会在身后起火
【018】Ｂ
【019】Ａ
【020】Ｅ--基本上带子是叫其他兵器能有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021】束上可无忧无虑地自由使用其他兵器，叫各样兵器互相配搭合宜、避免意外，因而事半
功倍。
【022】圣经，但需要圣灵、即「真理的灵」的指导和解说。
【023】多研读圣经，凭圣经来察验关乎信仰和行为上（包括教会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思想，
意念、意见、....。
【024】在合宜的时候能移动、前进。
科目:

日期:14/09/30

页数 Page:

50

【025】强调唯有这福音能叫人与神和好，也能叫人与人和平相处，更能带个人真正内在的平安。
【026】Ａ--其实，全副军装中，这是唯一攻击性的武器。
【027】圣灵能力叫人信服福音。
【028】成事，什至靠势力、才能都不能成的事。
【029】神的话必有功效；人的帮助与自己的劳碌也不会是徒然的，但神的话却永不会徒然返回。
【030】祷告是以敬畏的心与神交谈，把自己的心事告诉神。祈求则是希望神给予所需的东西。
【031】靠着圣灵的祷告祈求是有信心的、合乎神心意的、感受着主的亲近地与神灵交。
【032】Ｂ--「为众圣徒」
【033】叫宣教士为祈求，因为他们为福音事工会遭遇困难（作了带锁炼的使者）；求神保守，
并使他们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034】以弗所书（及歌罗西书）的带信人，不单是带往以弗所﹐亦往歌罗西、老底嘉、希拉波
立等地。
【035】他是「亚西亚人」，很可能是以弗所人，（以弗所是在亚西亚省，）曾与保罗一起参加
他的「短期宣教队」。
【036】保罗曾打算派他或亚提马往革哩底岛，暂时代替提多照顾那里的众教会。
【037】保罗曾打发他往以弗所，因为在那里工作的提摩太暂时不在那里。
【038】保罗所亲爱忠心事奉主的兄弟。
【039】Ａ
【040】Ａ
【041】让以弗所及邻近各教会弟兄姊妹明白保罗的近况﹐安慰他们的心。
【042】免他们不必要的挂虑，使他们能更清楚有效地代祷。
【043】真正的平安、仁爱和信心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而来。
【044】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完全蒙受神的恩惠。
【045】诚心即全心，没有虚假、没有保留﹐不是假装、不是虚有其表﹐且是热切地爱耶稣，以
耶稣基督为「主」，相信衪，信得过衪﹐听衪吩咐，任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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